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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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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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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23 #411 #66A #DRB

星期六 2015年7月4日 Saturday, July 4, 2015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12..8989//成人晚餐成人晚餐 $$1010..8989//老人晚餐老人晚餐

老人快樂時光老人快樂時光 $$77..9595//6060歲以上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22::0000--55::0000pmpm

硬皮病是一種以皮膚各系統

膠原纖維硬化為特徵的結締組織

疾病。本病在結締組織病中僅次

於紅斑狼瘡而居第二位。患者以女性較多，女性與男性之比約為

3：1。發病年齡以20～50歲多見。

硬皮病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症狀常先有雷諾現象，手指腫

脹僵硬或關節痛、關節炎。雷諾現象可先於皮膚病變幾個月或幾

年出現，表現為寒冷或情緒緊張誘發血管痙攣，引起手指發白或

紫紺發作，通常累及雙側手指，有時是足趾。皮膚病變一般先見

於雙側手指及面部，然後向軀於蔓延。初為水腫期，可有或無壓

痕。繼之為硬化期，皮膚增厚變硬如皮革，緊貼於皮下組織，不

能提起，呈蠟樣光澤。最後為萎縮期，皮膚光滑而細薄，緊貼於

皮下骨面，皮紋消失，毛髮脫落。硬皮部位常有色素沉著，間以

脫色白斑，也可有毛細管擴張

，以及皮下組織鈣化，面部皮

膚受損造成正常面紋消失使面

容刻板，張口困難。

食管下端功能失調引起嚥下

困難，由於擴約肌受損常發生反流性食道炎，引起燒灼感，久之

可引起狹窄，形成吸收不良綜合徵。結腸受累可導致便秘。肺部

病變主要表現為間質纖維化。心臟受累表現為心臟增大，心力衰

竭、心律失常，肺動脈高壓導致肺心病。指端由於缺血發生指墊

組織喪失，指端有下陷區、潰瘍、瘢痕。關節炎與腱鞘炎可發生

於早期。晚期由於皮膚和腱鞘纖維化，發生攣縮使關節僵直固定

在畸形位置。主要表現在手指關節，但大關節也可發病。肌病：

除發生廢用性肌萎縮外，有兩種肌病：近端肌無力和典型多發性

肌炎。腎病：一般僅表現輕微尿變化。個別患者表現為急進性腎

功能衰竭。

治療方法：硬皮病的治療非常具有挑戰性。一般來說，硬皮

病的患者需在風濕科及許多其他專科醫生的共同配合協調下進行

診治。用的藥因病情而定。常用的藥有類固醇激素， 免疫抑製

劑，血管緊張素酶

抑製劑，鈣通道阻

滯劑，質子泵抑製

劑，血管內皮受體

拮抗劑和抗生素，

等等。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 址 ： 7737 South-

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

樓內)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週一至週五)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
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
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
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
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
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
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
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
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
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
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
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
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
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
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
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
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
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
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
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
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
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
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
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
，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
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
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

，那麼平時車主要從哪些方面

保養好愛車的“心臟”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

適當質量等級的潤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

何質量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

程中油質都會發生變化，為了

避免故障的發生，應結合使用

條件定期換油，並使油量適中

。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

在大部分汽油機都裝有 PCV

閥，但竄氣中的污染物會沉積

在PCV閥的周圍，可能使閥

堵塞。因此，須定期清除PCV

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

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高

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

和氮的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

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軸箱中，

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

在一起，形成油泥。因此，應

定期清洗曲軸箱，保持發動機

內部的清潔。

5.定期清洗燃油系統，控制

積炭的生成，能夠使發動機保

持最佳狀態。

6.發動機水箱生鏽、結垢是

最常見的問題。鏽跡和水垢會

限製冷卻液的冷卻系統中的流

動，降低散熱作用，導致發動

機過熱，甚至造成發動機損壞

。所以要定期清洗水箱，除去

其中的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

濾清器、機油濾清器及汽油濾

清器。三濾在汽車發動機上對

空氣、機油和汽油起著過濾作

用，從而對發動機起到保護作

用，同時也提高了發動機的工

作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

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發動機保養秘訣

什麼是硬皮病什麼是硬皮病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

陶翔醫生專欄

（本報訊） 『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與三民主義大同盟將於七月十二日下午
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支持台灣加入TPP區域經濟組織』
座談會。該座談會特別邀請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
主講有關TPP區域經濟組織的認識與影響，也邀請休士頓大學王
曉明教授分享參與哈佛大學所召開以 「台灣和亞洲的新興經濟結
構」為主題的 『經濟論壇』，同時特別商請美南電視名主持人常
中正先生主持。

根據中央社訊，美國國會眾議院在六月十八日批准授權政府
快速談判貿易協定，總統歐巴馬需要這項授權才能完成有12國
參與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但這項法案還必須送到
參院再次接受表決。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為高
標準、全面性的21世紀自由貿易協定，並以解決新興貿易問題(
如環境、勞工及國營企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為目標。台灣在
亞太地區的經貿發展扮演積極角色，具有參與TPP的高度意願與
決心。

台灣是APEC及WTO正式成員，多年來於此二國際經貿組
織與各成員平等互動，享有完整會員資格，有著不容忽視的經貿

實力。依據WTO統計資料，台灣為全球第18大、APEC第10大
貿易國，倘加入TPP台灣將為所有成員中第6大經濟體。台灣與
TPP成員經貿關係均十分密切，該12成員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
達35%。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宣示將推動 「高品質、高標準、涵蓋
範圍廣泛」之21世紀FTA典範。目前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加
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墨西哥
、智利及秘魯等12國，其中大多為台灣主要的貿易夥伴，占台
灣外貿易額比例超過三成，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惟因加入
TPP必須取得每一個成員的同意，自應以良好雙邊關係為基礎，
以爭取各國支持台灣加入TPP。

去年八月於芝加哥成立 『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
織委員會』希望透過地區性影響力與運用各種方式，積極爭取美
加朝野各界廣泛的支持，儘速使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共同召
集人張錦娟呼籲休士頓僑界踴躍參與七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所舉行
『支持台灣加入TPP區域經濟組織』座談會，屆時將提供參、眾

兩院重要議員通訊資料及表達希望美國支持台灣加入TPP信函樣
本。如需任何資料請聯繫董元正義 281-813-2633 或張錦娟
832-236-5048。

王維正教授小檔案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理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學終身職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國際關係研究
學會南區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outh）會長，著名
智庫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資深
研究員，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草根外交委員
會執行長。並曾擔任全美中國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會長，美國政治學會臺灣研究小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會長，及數個國際知名期刊的編 輯委員。王教授的專長為國際
關係、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曾出版七十餘篇學術 論文及專
書篇章，探討亞洲政治、安全、與發展、臺灣政治與對外關係、
中國政治 與外交、兩岸關係、中印關係、美國對亞太地區政策
、東亞與拉丁美洲比較政治經濟學等議題。曾任美國邁阿密大學
政治學助理教授、臺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中山大學客座副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韓國慶南大學極東問題研究所及
墨西哥國立學院訪問學者。曾獲頒中華民國國際傳播獎章。








 

（本報訊）臺北市感恩協進會辦理第四屆 『發現、感恩、致敬—我身邊的抗
戰/台灣日據故事』影像紀實比賽，只要 您(或家中長輩)曾經歷過抗戰或臺灣日據
時代，不論經歷者當時是軍人、是小孩、是學生、是救護員、 是宣傳隊、是情報
員、童子軍、是不得已參軍的臺籍日本兵... 凡全球認同中華民國的所有華人均可參
加。

請長輩用說故事方式 由晚輩將其拍攝下來，最簡單的影像比賽，手機 / 相機
皆可。104 年 8 月 24 日截止收件，10 月 24 日舉行頒獎典禮， 詳情請點至"
1895to1945.blogspot.tw" 下載， 或寫 e-mail 至"1895to1945@gmail.com"索取，該活
動網址：http://www.facebook.com.tw/ouroralstory

歡迎自行報名參加。

「附中校友會」 上週六舉行年中聚餐
共有來賓，校友120餘人與會

世新校友會一週年聚餐
歡迎失聯校友回來團聚

「發現，感恩，致敬」 影像紀實比賽
8月24日截稿，10月24日頒獎

圖為圖為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 年中聚餐年中聚餐，，一開場全體起立一開場全體起立，，唱校歌唱校歌，，
「「右邊前排右邊前排」」 為校友會理事群為校友會理事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 「世新校友會」會長陳元華表示： 「世新校
友會」到七月中將屆滿一週年，歡迎校友們能來參加校友會聚餐，歡
迎失聯校友盡快與會長陳元華聯繫，（832）788-2588
聚餐時間將在：7月17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半在副會長家。地址

12207 Meadow Crest Dr. （Dairy Ashford 與W.Airport之間）。

7/12活動 『支持臺灣加入TPP區域經濟組織』 座談會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最具活力的社團——師大附中
校友會，於週六舉行年中聚餐，共有來賓及校友120多人與會
，場面十分熱鬧。

貴賓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在餐會上表示：附中是唯
一男女合校的中學，出了不少人才， 光是文藝界就有 「五月
天」， 「蘇打綠」，而 「附中校友會」在休士頓也是最有活力
的社團，辦出來的活動最有規模，而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
美姿副主任也開心赴會，希望校友團結，會務日漸昌隆。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包括：Michael 李警官，他也是神槍手
，令在場的人非常有安全感。還有自上海返休度假的校友張滌
生，他以作家，攝影家揚名海內外，他說：這輩子（一）娶老
婆（二）進附中（三）去上海，是他一生三件大事，他也提到
上海的 「附中校友會」也非常強大。

當天的節目還有，黃初平講笑話，Gloria Li（來自山東煙
台市）表演楊氏太極及太極劍，喻明麗指導的 「採茶舞」，
「晌扇舞」，陳意欣演唱 「風中的早晨」及 「Let me be there

」，以及來自西安的化工工程師田小蓉表演 「太極劍」，以及
元極舞，扇子舞表演……節目一直到下午二時，大會才在大家
的意猶未盡中結束。

王朝旅游親自帶隊
張家界長江三峽 11 天旅行團 (9/5-16)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只出一團

（本報記者秦鴻鈞）常
在 「中國城」走動的食客，
這幾天來會發現 「王朝商場
」的正後方，出現了一家獨
特的餐廳—— 「好麵膳」，
開張才十幾天，就出現連日
客滿的盛況，連附近的餐館
老闆也不免過來坐坐，了解
一下 「好麵膳」到底 「好」
在哪裡？！

「好麵膳」餐廳，聞其
名以為是專賣粉麵的餐廳，
其實不然，他粥，粉，麵，
飯俱全，外加創意炒菜及甜
點，但仍以 「麵條」的質地
獨步休市，原來 「好麵膳」
的全部麵條自製，購自台灣
台中的機器，加上他們自己
調配的麵條口感，根根耐嚼
，麵味十足，如該店的 「招
牌雲吞麵」，鮮蝦雲吞麵，
港式風格，所有的餛飩現點
，現包，現燙，現做，堪稱
餛 飩 麵 的 經 典 之 作 ， 尤 其
「招牌雲吞麵」，其口味，

擺盤，加上配菜，均極其考
究，有如一幅美麗的圖畫，
在平常的食材中吃出盛宴般
的考究。

該店的粉麵，還有XO醬
撈麵，韓國炸醬麵，金邊麵

，金邊粉，潮州尖米圓，鴨
腿麵，幾乎東北亞，東南亞
的著名粉麵，這裡皆囊括了
。

因 為 老 闆 是 潮 州 人 ，
「好麵膳」幾乎把 「潮州菜

」的精華，發揮的淋漓盡致
，如潮州菜著名的潮州蝦棗
，潮州鹵鴨，脆皮燒鴨，水
晶扎蹄，烤三文沙拉，潮州
鹵豆腐，嫩煎豬肝，再加上
休市獨家首創的 「黃金炒蝦
」，非常叫座，令吃過的人
無不拍案叫絕。

「好麵膳」的炒粉，麵
，飯類亦為一絕，如他們首
創的 「墨魚汁炒飯」，休市
尚為首創，其他的如豉椒牛
肉炒河，滑蛋蝦球炒河，潮
州炒粿條，乾炒牛河，招牌
兩臉黃，北菇滑雞麵，臘肉
煲仔飯……是年輕人的最愛
，每到進餐時間，該店內擠
滿了時尚男女，爭相來品嚐
這獨特的 「時尚」美食。

最值得推薦的甜品，莫
過於該店的 「流沙西多士」
，凡吃過港式飲茶的人，無
不對 「流沙包」情有獨鍾，
而該店白老闆的創意，竟將
流沙搬到烤的兩面黃的西多

士（吐司）內，這才是令人
驚喜不已的口感，凡吃過此
道甜點的人，無不滿意極了
。

「好麵膳」開張才十餘
天，就在 「中國城」內異軍
突起，令人矚目，除了他們
獨家研發的 「創意」新菜外
，還是 「創意」!如其獨特的
「酸菜豆腐」，每週日要賣

掉四箱豆腐，足見其受歡迎
的程度。

「好麵膳」除了美食外
，他的設計與裝潢，亦是一
流，原來全出自老闆的弟弟
Mike Tran之手，經由他的藝
術設計，使該店在踏入的那
一剎那，即呈現一股獨特的
氛圍，細心的客人，會發現
該餐廳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過
去，都美的如一幅現代畫，
難怪它會受到時尚人士的驚
喜和青睞！

「好麵膳」（Mein）每
週二至週日，上午十一時至
下午三時，下午五時至十時
營業，週一公休，該店的地
址：9630 Clarewood ，電話
：（713）923-7488

休市新開業休市新開業 「「好麵膳好麵膳」」 ，，網羅東南亞粉麵極致網羅東南亞粉麵極致
以潮州傳統名菜和創意佳餚引人注目以潮州傳統名菜和創意佳餚引人注目

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2015年7月在中國湖南省
張家界對游客開放。這座玻璃橋距谷底相對高度300米，全長約
430米，寬6米，橋面全部由透明玻璃鋪設，整個工程沒有使用
鋼筋混凝支架。

如果你想去體驗全世界最新的張家界玻璃橋，可以參加我
們這個張家界旅游團。玻璃橋是新推出的，所以如果天氣允許和
開放的話就可以到上面去走走,。

據CNN報道，這座橋將創下世界最高、最長玻璃橋的多項
紀錄。不僅可以作為觀景平台，也可以作為時裝秀等活動的展台
，同一時間最多能容納800名游客。這座大峽谷空中步道上還將
設有世界上最高的蹦極台。

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的自然風光以
峰稱奇、以谷顯幽、以林見秀。其間有奇峰3000多座，有“三
千奇峰，八百秀水”之美稱。美國好萊塢曾到張家界來拍照取景

,用在了電影《阿凡達》上。

鳳凰古城曾被新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稱贊為中國最美
麗的小城,。鳳凰，猶如“一幅濃墨淺彩的中國山水畫”。

長江三峽是國內最大的風景名勝區和國家地質公園，也
是世界上唯一能通航的著名大峽谷。長江三峽景色壯美、文
化積澱深，沿線有依賴三峽獨特氣候和植被形成的峽谷紅葉
景觀，是海內外游客醉心的旅游目的地.

團費: $499 包括5星級長江三峽豪華游輪 (不包括國際
機票) 由於是王朝親自帶隊：

• 車程和酒店都有升級

• 還包含張家界到宜昌的路費

• 行程第一天到達長沙包含額外的歡迎晚餐

王朝旅遊推薦給旅客的旅行團，一定是'星級'旅遊行程。

需要了解更多的旅遊行程，請親臨:

6918 CORPORATE DR, STE A-14, HOUSTON TX
77036（精英廣場內）

服務專線：713-981-8868

網址是：www.aaplusvacation.com

圖為圖為 「「好麵膳好麵膳」」 的的 「「招牌雲吞麵招牌雲吞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好麵膳好麵膳」」 餐廳獨特的內部陳設餐廳獨特的內部陳設（（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圖為 「「好麵膳好麵膳」」 的的 「「嫩煎豬肝嫩煎豬肝」」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王朝商場後方圖為王朝商場後方，，clarewoodclarewood 路上的路上的 「「好麵膳好麵膳
」」 正門口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CC22休城社區 CC1515廣告天地
星期六 2015年7月4日 Saturday, July 4, 2015 星期六 2015年7月4日 Saturday, July 4, 2015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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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CDL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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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瑞尼律師事務所

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歡迎僑胞踴躍返國參加中華民國歡迎僑胞踴躍返國參加中華民國104104年十月慶典活動年十月慶典活動

（本報訊）面對貿易全球化的趨勢，世界各國紛紛以加入

區域經濟組織來排除貿易的阻礙，以自己國家經濟利益，台灣

是一個海島型淺碟型經濟，深受國際貿易波動影響，為提升國

內經濟發展，政府積極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各種自由貿易協定

，今年重點是在加入TPP(泛太平洋夥伴協定)以及東協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RCEP）等區域經濟組織。

為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加入TPP(泛太平洋夥伴關係)，『美加

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

誼會與三民主義大同盟將於七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支持臺灣加入TPP區域經濟組織』座談會。該座談

會特別邀請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主講有關TPP

區域經濟組織的認識與影響，也邀請休士頓大學王曉明教授分

享參與哈佛大學所召開以「臺灣和亞洲的新興經濟結構」為主

題的『經濟論壇』，請各位僑領踴躍參與，共同來支持中華民

國加入TPP。

時間:7月12日下午2時

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覽廳

主辦單位: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經濟組織委員會 休士頓

台灣同鄉聯誼會

休士頓三民主義大同盟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7/12活動 『支持臺灣加入TPP區域經濟組織』 座談會

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

（本報訊）為歡迎海外僑胞踴躍返國參加中華民國

104年十月慶典活動，僑務委員會自7月1日起開始受理報

名作業，個別僑胞可於7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透過網路

(http://www.ocac.gov.tw)， 傳 真 (886-2-23566235、

886-2-23566325、886-2-23566326)或通訊方式(以快遞或掛號

寄達僑委會)報名；僑團組團返國，每團人數以10人至40

人為原則，報名僑團請於9月10日前填妥慶賀團團冊及團

員清冊送交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轉請僑委會辦理。

本年十月慶典活動內容包括10月9日下午於台北小巨

蛋舉行四海同心聯歡大會；10月10日上午於總統府廣場舉

行國慶大會（本項活動採報名登記制，並按先後順序接受

登記，額滿後不再受理）。另為鼓勵僑胞遊覽寶島風光，

本年十月慶典僑胞參訪活動係採補助僑胞國內旅遊經費方

式辦理，並以每人新台幣2,400元（約美金80元）為補助

上限。

相關活動須知及僑胞登記表可至僑委會網站 http://

www.ocac.gov.tw下載，或於上班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

時至下午6時）電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鄧小姐，電

話：713-789-4995分機105。

主辦單位 : 華僑協會

贊助單位：恆豐銀行

欣逢中華民國 104 年雙十國慶

休士頓華僑協會特舉辦兒童歌唱比

賽。

參賽資格 ：凡支持我中華民國

人士之子女、親屬均歡迎報名參加

。

年齡6至12 歲。

比賽日期：2015年9月5日(星期

六上午9 :30)

比賽地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

分 組 : 6至 9歲A組，10 至 12

歲B組

選 曲 : 每人選唱歌曲兩首，其

中一首華語 (國、台、客 、粵語等，

請自 備伴奏或無伴奏。亦可自

備CD伴唱碟，不得使用卡拉OK伴

唱，主辦單位將提供琴鋼 )

獎勵 ：各組取前三名

第一名獎金80元 獎盃乙座。

第二名獎金60元 獎盃乙座 。

第二名獎金50元獎盃乙座。

頒獎：將在國慶活動公開頒獎

表揚。

報名 ：即日起至8月20 日截止

，報名表如附件 (可在僑教中心索取)

。

酌收報名費10元，支票抬頭請

寫「OCA Houston 」

報名表連同 報名費請寄: OCA

Houston

11713 Durrette Dr,Houston Texas

,77024

洽 詢 電 話 : 黃 泰 生 (713)

975-9888 程美華(713)773-1907

          
           王曉明教授

           休士頓大學刑事司法系教授
            
            

Child CareServicesconsectetueradipiscingamet elit.

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座談會

日期：七月十二日下午二時
地點：僑教中心展覽室

1.你知道熱門話題『TPP』是甚麼嗎？

2.你知道加入『TPP』對以國際貿易為主軸的台灣有多大

   的影響嗎？

3.你知道上（102）年臺灣係美國第12大雙邊貿易夥伴

台灣的電子、資通訊、生化醫療及汽車零組件等產業，均為亞太區域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工具機產業出口量亦為全球第三，在

汽車零組件如車燈等享有全球8成以上的市佔率

依據WTO統計資料，台灣為全球第18大、APEC第10大貿易國，倘加入TPP我將為所有成員中第6大經濟體。

我與TPP成員經貿關係均十分密切，該12成員佔我對外貿易總額達35%。

主講人：王維正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美國理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學終身職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 
         國際關係研究學會南區(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South)會長
         著名智庫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

 

主辦社團：
美加地區僑界支持加台灣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三民主義大同盟
聯絡人：
董元正281-813-2633張錦娟832-236-5048

你知道嗎？
※台灣的半導體代工全球第一
※LED面板市佔率全球第二
※工具機產業出口量亦為全球第三
※汽車零組件亦享有全球八成
   以上的市佔率
※依據WTO統計資料：
   台灣為全球第十八大，
   APEC第十大貿易國

面板市佔率全球第二

你知道嗎？

※TPP 十二成員國佔台灣對外貿易
     總額達35%
※加入TPP台灣將為所有成員國
   中第六大經濟體

你知道嗎？
敬備茶點

歡迎踴躍出席

104104年雙十國慶第一次籌備會討論慶祝活動之一兒童歌唱比賽年雙十國慶第一次籌備會討論慶祝活動之一兒童歌唱比賽((記記
者黃麗珊者黃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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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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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糖城2600呎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號及59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萬﹐同款同區﹐$38.8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年建﹐3/2.5/2﹐2300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90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萬,可租$1600-$1700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8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及8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萬﹐長租客$650月﹐好投資﹒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呎交通繁忙地段Office Condo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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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紅木家俱公司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Tel:(713)975-8605

ROSEWOOD FURNITUREROSEWOOD FURNITURE

推陳出新推陳出新 夏季酬賓夏季酬賓

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紅木大床（（（（（（（（（（（（（（（（（（（（（（（（（（（（（（（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size）））））））））））））））））））））））））））））））

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特价：：：：：：：：：：：：：：：：：：：：：：：：：：：：：：：$$$$$$$$$$$$$$$$$$$$$$$$$$$$$$$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495

紫檀紫檀仿古沙發仿古沙發1010件套件套

紅木园形花座餐台紅木园形花座餐台（（配配66椅椅））

紅木長方形餐桌紅木長方形餐桌（（配配66椅椅））

林志玲頭戴王冠現身
盼早日遇見真愛

綜合報導 美國國民小天後泰勒·

斯威夫特近來愛情、事業皆得意，上

周六她結束在英國夏日音樂季的演唱

後，趁空檔時間揪DJ男友凱文· 哈裏

斯一起坐船欣賞泰晤士河畔美景。不

過讓人意外的是，照片中同行的還有

她的姊妹淘超模卡莉· 克羅斯和哈蒂

，而哈蒂帶的新歡，卻是泰勒的前男

友──這讓看似單純的雙情侶約會，

關系變得頗爲複雜。

不過前男友強納斯的參與，對

泰勒來說似乎不覺得有什麽不對勁

，只見照片中的她雙手緊緊攬著男

友的脖子，臉貼著臉，相當親密。

此外，泰勒對前男友強納斯與好友

哈蒂搭上線一事也未多說什麽，還

是大方將照片發布在社交網站上與

粉絲分享，只不過多數人對泰勒能

夠跟前後任男友同時約會一事，感

到不解且非常意外，紛紛在底下留

言說“實在太詭異啦”。

泰勒·斯威夫特緊摟現任
前男友坐旁邊畫面詭異

綜合報導 近日，有消息稱林青霞將複出，加盟湖南衛視真

人秀節目。昨日，該節目在海口錄制，林青霞現身，引起在場粉

絲尖叫。據悉，近期，林青霞的丈夫所辦的“言愛基金”正與湖

南衛視的基金合作在湖南辦思源學校，所以，林青霞此次是爲慈

善而複出。

昨日，60歲的林青霞打扮休閑現身海口，參與一檔真人秀

節目錄制，證實了複出傳聞。在場等候的群衆見到林青霞後都發

出歡呼聲，林青霞心情也很好，向在場粉絲揮手並送上簽名。

據了解，林青霞此次是爲慈善複出，主要是因其丈夫所辦

的“言愛基金”與湖南衛視的基金會在湖南籌建思源學校。該

基金自2006年創設以來，主要關注貧困地區少年兒童受教育的

機會。

綜合報導 日前，陶喆被曝與楊子

晴曾交往，更有疑似兩人的暧昧聊天記

錄流出。事情發生後，雖然太太江佩蓉

用行動表達對陶喆的支持，但楊子晴又

曬出了另一批聊天記錄，欲借此證明陶

喆婚後還想繼續和自己在一起。昨日，

陶喆現身大陸，與太太十指緊扣同行，

力證夫妻關系未受影響。據悉，陶喆擔

心太太一個人在台灣難以面對，所以帶

在身邊。陶喆經紀人被問到江佩蓉是否

專程去看丈夫時說：“沒有，只是剛好

有時間。”

此外，日前，江佩蓉被拍身形圓潤

不少，被疑懷孕。對此，經紀人予以否

認，稱陶喆與妻子仍在努力。

面對網友的辱罵完全不爲所動，楊子

晴又在微博發文寫道：“只要你心夠狠，

這世界上就沒有什麽是會讓你傷心難受，

也不會在乎別人的眼光而活著！”並取消

對舊愛陶喆的關注。

綜合報導 江蘇昆山，林志玲出席某商業活動，一席白色長裙、頭戴王冠，現場面對“9· 9真愛”標志，許願早日覓得

真愛。

60歲林青霞

加盟真人秀節目
打扮休閑引尖叫

陶喆與妻子牽手同行
力證夫妻關系未受影響



CC1313大陸影視

Tel﹕713. 224.2822或713.223.0332
Fax﹕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代理中西各式名廠餐具﹑廚具﹑爐頭
○各類製冰機﹑抓碼檯﹑冷凍房﹑冷庫

○Buffet檯﹑水喉零件
○訂制各式不銹鋼廚房設備

○各式餐館瓷器﹑餐檯﹑椅子﹐應有盡有

KITCHEN DEPOT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 UPS 郵寄和貨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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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Airlines Freedom Over Texas
July 4, Eleanor Tinsley Park
$8 per person; Under 5 free
Grab your lawn chairs and blankets for this
one-of-a-kind patriotic event that is done with a style
that is all Houston. The iconic Houston skyline will set
the backdrop for an extraordinary patriotic celebration
at Mayor Annise Parker's official Fourth of July event,
Freedom Over Texas. Prolific singer-songwriter and
Houston son, Clint Black and double-platinum-selling
singer, songwriter Josh Turner will headline the
29-year-old annual event on the Southwest Airlines
Stage that will culminate with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display by Citgo.
July 4th Celebration at Bayou Bend
Bayou Bend Collection and Gardens
July 4. 1pm-5pm
FREE
With performers, crafts, activities, refreshments, and
much more, join the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to celebrate Independence Day at Houston's home for
American decorative arts and paintings. 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ings at 3 p.m. on
the Diana Terrace of the Bayou Bend house and will be
followed by birthday cake. And don't forget to sign the
giant replica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fore
you leave to remind us the freedom and privileges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ExxonMobil Summer Symphony Nights:
Star-Spangled Salut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July 4. 8:30pm
FREE
Enjoy an evening with the Houston Symphony and
conductor, Steven Reineke as they play patriotic
classics. Be sure to stay for the finale of 1812 Overture,
complete with booming cannons, which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fireworks spectacular provided by Miller Theatre
Advisory Board. Open seating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hill while free ticket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while they

last for the covered
seating area. Tickets
can be picked up at
th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box office
the day of the event
between 10:30 am -
1 pm.
4th of July
Weekend at

CityCentre
CityCentre
July 3-5
FREE
The July 4 weekend welcomes four nights of free con-
certs plus an Independence Day fireworks spectacular
to CityCentre. Festivities begin on July 3 with classic
rock band Legendary Rhythm Bandits from 7 until 10
PM and continue on July 4 with 90s country tunes from
Mustache The Band starting at 7 PM and a fireworks
spectacular at 9:30 PM.
Houston Symphony's Star Spangled Salut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July 3. 8pm
FREE
Celebrate America's birthday with a bang at the annual
Star-Spangled Salute July 3. This free Independence
Eve spectacular, which has been a tradition at The Pa-
vilion for 25 years, features the Houston Symphony in a
selection of patriotic favorites. Steven Reineke con-
ducts and is joined by vocalist, Christopher Johnstone.
Doors open at 6:30 pm.
18th Annual Red, Hot & Blue Festival & Fireworks
Extravaganza
Town Green Park and Waterway Square, Woodlands,
TX
July 4. 6 pm - 10 pm
FREE
This all evening event celebrating American Heroes,
will have two locations along the Waterway. Enjoy your
Independence Day at both Town Green Park and Wa-
terway Square, each featuring a main stage and activi-
ties for all ages.
Celebration of Freedom
Pearland High School Football Stadium (3775 South
Main, Pearland, TX)
July 4. 6-10 pm
FREE
Join the city of Pearland in celebrating our country's in-
dependence! Stadium and field seating will be avail-
able at no charge beginning at 6 p.m. A VFW military
salute will begin the evening's entertainment, followed
by a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Then sit
back, relax and sing along to the sounds of our fea-
tured band, The Spinsations, on the HEB Entertain-
ment Stage! At 9 pm, enjoy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show, "unleashed" by Westside Veterinary Hospital, to
conclude the night.
4th Fest in Pasadena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July 4. 4pm-10pm
FREE
Being Pasadena's largest city-sponsored event, 4th
Fest provides fun activities for all ages throughout the
evening. Before the
20-minute fireworks
show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live music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Slags,
a Houston cover band
that will play a range
from today's hits to the
classics. Also included in

the lineup of activities is the USMC Toys for Tots BBQ
Cook-off, water balloon fights, a kid-zone, sports,
games and a car/truck show.
The Katy Freedom Celebration
Katy Mills Mall
July 4. 9:30pm
FREE
The Katy Freedom Celebration fireworks display will be
launched between the east side of the mall and Katy
Fort Bend Road. This display begins at approximately 9:
30pm and can be viewed from several miles around the
mall area.
July 4th Parade and Festival
Bellaire, TX
July 4.9:30am - Parade; 10am-1pm - Festival
The Fourth of July parade will begin at 9:30am, led by
the children's parad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is
free. However, only the first 75 applicants will be taken
to march. Kids of all ages can march in the parade with
decorative and festive bikes, wagons and even cos-
tumes, and without entering in advance. Following
promptly after the parade, which will roughly be around
10am, the festival begins at the Bellaire Town Square.
There will be a petting zoo, moon jumps, carnival
games - including a dunk tank - and a mini Ferris
wheel. Food and game tickets will be available to pur-
chase at the festival.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at Kemah Boardwalk
July 4. All day with fireworks at 9:30 pm.
FREE.
Live music & patriotic fireworks show over Galveston
Bay.
Missouri City's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Buffalo Run Park
July 4. 6pm-9pm
FREE
This July 4th celebration is an evening event. Starting

at 6pm, free
activities, such as
moonwalks, a
rock wall,
mechanical bulls
and pony rides
will be available
to entertain all
ages until 9pm.
Food will be
available on site for purchase. But come early as the
first 600 kids will receive a free giveaway (must be 12
years old or under). Shortly after the festivities, the
fireworks show will start around 9:15pm. Thurgood
Marshall High School's parking lot, next to Buffalo Run
Park, will be available for guests to park their cars at.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and Fireworks Show
Galveston Island
FREE
July 4. 7:30pm - Parade (Along Seawall Boulevard
from 28th Street to 53rd Street)
Join Galveston Island as they commemorate America's
freedom with their annual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The parade will begin at 7:30pm on Seawall Boulevard
from 28th Street and will progress down to 53rd Street.
It will feature local groups, performers, creative floats
and decorated military vehicles. When the parade has
ended, head over to 37th Street and Seawall Boulevard
where Galveston will present a 20-minute long fire-
works show at 9:15pm over the waters of the Gulf.
Fulshear Freedom Festival
Downtown Fulshear
The Fulshear Freedom Fest, hosted by the City of Fuls-
hear and the Fulshear Area Chamber of Commerce, is
scheduled for Saturday, July 4, 2014, 6 PM - 9:30PM in
Downtown Fulshear. Music, parade, children's activi-
ties, fireworks, shopping, and food, this event has it all!

Happy Fourth of July!!!

History of the Fourth of July
Indepen-
dence Day,
commonly
known as the
Fourth of
July, is a
federal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emorat-
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
dence on July

4, 1776, declaring independence fro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Independence Day i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fireworks, parades,
barbecues, carnivals, fairs, picnics, concerts,
baseball games, family reunions, political
speeches and ceremonies, and various other
public and private events celebrating the history,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ce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legal separa-
tion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from Great Britain
occurred on July 2, 1776, when the Second Conti-
nental Congress voted to approve a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had been proposed in June
by Richard Henry Lee of Virginia. After voting for
independence, Congress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atement ex-
plaining this decision,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 Committee of Five, with Thomas Jefferson
as its principal author. Congress debated and re-

vised the Declaration, finally approving it on July
4. A day earlier, John Adams had written to his
wife Abigail:

“The second day of July, 1776, will be the most
memorable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 am
ap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celebrated by succeed-
ing generations as the great anniversary festival. It
ought to be commemorated as the day of deliver-
ance, by solemn acts of devotion to God Almighty.
It ought to be solemnized with pomp and parade,
with shows, games, sports, guns, bells, bonfires,
and illuminations, from one end of this continent

to the other, from this
time forward forever
more.“
Adams's prediction
was off by two days.
From the outset,
Americans celebrated
independence on July
4, the date shown on
the much-publicize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on July 2, the date the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approved in a closed session
of Congress.
Historians have long disputed whether Congress
actually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July 4, even though Thomas Jefferson,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lin all later wrote that
they had signed it on that day. Most historian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Declaration was signed
nearly a month after its adoption, on August 2,
1776, and not on July 4 as is commonly believed.
In a remarkable coincidence, both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only signe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later to serve as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the

same day: July 4, 1826, which was the 50th anni-
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Although not a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ames Mon-
roe, the Fif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July 4, 1831. Calvin Coolidge, the Thirtieth
President, was born on July 4, 1872, and thus,
was the only President to be born on Indepen-
dence Day.
Fourth of July Observance Historical High-
lights
• In 1777, thirteen gunshots were fired, once at
morning and again as evening fell, on July 4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Philadelphia celebrat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in a manner a modern American
would find quite familiar: an official dinner for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toasts, 13-gun salutes,
speeches, prayers, music, parades, troop re-
views, and fireworks. Ships were decked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bunting.
• In 1778,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marked
July 4 with a double ration of rum for his soldiers
and an artillery salute.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ambassadors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
lin held a dinner for their fellow Americans in Par-
is, France.
• In 1779, July 4 fell on a Sunday. The holiday
was celebrated on Monday, July 5.

• In 1781,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 be-
came the first state legislature to recognize July 4
as a state celebration.
• In 1783, Moravians in Salem, North Carolina,
held a celebration of July 4 with a challenging mu-
sic program assembled by Johann Friedrich Pe-
ter. This work was titled "The Psalm of Joy".
• In 1791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e name "In-
dependence Day" occurred.
• In 1820 the first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was
held in Eastport, Maine which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state.
• In 1870, the U.S. Congress made Indepen-
dence Day an unpaid holiday for federal employ-
ees.
• In 1938, Congress changed Independence Day
to a paid federal holiday.
While the official observance always falls on July
4th, participation levels may vary according to
which day of the week the 4th falls on. If the holi-
day falls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some fire-
works displays and celebrations may take place
during the weekend for convenience, again, vary-
ing by region.
The first week of July is typically one of the busi-
est American travel periods of the year, as many
people utilize the holiday for extended vacation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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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秀文支援老公拍戲：
在許志安面前“小鳥依人”

綜合報導 鄭秀文與許志安

多年來歷經相戀、分手、複合，

最終於今年4月正式宣佈完婚。

最近，鄭秀文為演唱會光碟宣傳

，提到很支援許志安拍電影，並

坦承私下對他其實很小鳥依人。

許志安闊別影壇多年，再次

開拍新戲，身為老婆的鄭秀文表

示，他平時看很多電影，對演戲

有濃厚的興趣，很支援老公拍戲

。提到在演唱會的製作特輯中，

有幾秒私密片段，鄭秀文坦言想

給歌迷看到真實的自己，同時，

也透露私下在許志安面前很小鳥

依人。

楊子晴遭受網友質疑 發文鼓勵自己再被炮轟

綜合報導 楊子晴因先後

介入男星李威以及陶喆的愛情

世界，近日備受關注。今日，

她再度發文，寫下“只要心夠

狠，就沒有什麼事會讓你難受

”。陶喆近來被曝婚後與楊子

晴出軌，更有大尺度短信截圖

在網上流傳，儘管事後他發聲

明表示曾與楊子晴交往，且老

婆一切知情，但婚後相約一事

仍未解釋清楚。

而後，楊子晴主動向媒體

爆料，還放出疑似是陶喆的錄

音，讓這場桃色糾紛震驚娛樂

圈。此前，楊子晴、李威、姚

笛捲入感情糾紛，因為李威澄

清與其沒有關係，卻大方承認

追求姚笛，讓楊子晴被疑借男

方炒作，如今又與陶喆牽扯不

清，遭受網友質疑。

廣電總局今日起禁嘉賓主持
多檔綜藝節目不受影響

綜合報導 7月 1日，國家新

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的“進一步

加強廣播電視主持人和嘉賓使用

管理”通知將正式執行。針對廣

播電視節目不得設置“嘉賓主持

”這一項，記者發現多檔綜藝節

目並不受影響。

要求：不得設置“嘉賓主持”
嘉賓不能行使主持人職能

通知要求，嚴格執行主持人

上崗管理規定。新聞、評論和訪

談類節目不得設置或變相設置輔

助性主持崗位；廣播電視節

目要明確主持人和嘉賓的分

工，主持人應承擔節目的串

聯、引導、把控等功能，不

得設置“嘉賓主持”，嘉賓

不能行使主持人職能。

通知還要求加強主持人

職務行為資訊管理，加強主

持人和嘉賓教育培訓，做好主持

人資質清查和主持人、嘉賓管理

制度建設工作。

據了解，為進一步規範廣播

電視從業隊伍管理，新聞出版廣

電總局將於近期開展廣播電視職

業資格管理專項檢查工作，並要

求各廣播電視機構抓緊制定本單

位職業資格管理辦法，加強執業

註冊和執業管理，嚴格落實持證

上崗制度。

熱議：如何定位主持人和嘉賓主

持
業內人：主持人需考試拿證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這

項通知曝光後，針對“嘉賓主持

”的定位，有業內人士認為是為

整頓當下的主持亂象。其實早在

去年十月份，總局下發的關於做

好養生類節目製作播出工作的通

知中，其中一項就提到了要求節

目組提前20個工作日報備主持人

資質的問題。記者也發現，目前

很多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並不具備

主持資質，一些嘉賓主持與電視

臺沒有合作，只是作為藝人或其

他身份加盟，在言論表達上難以

有專業的管控。

據總局2004年發佈的《廣播

電視編輯記者、播音員主持人資

格管理暫行規定》的規定，國家

對主持人實行資格認定制度。主

持人需要通過資格考試，註冊並

取得執業憑證《中華人民共和國

播音員主持人證》。

《歡樂喜劇人》吳秀波繼續主持
《非誠勿擾》不受影響

近日，由吳秀波擔任主持人

的《歡樂喜劇人》正在熱播，下

周將播出最後一集，記者從節目

組了解到，吳秀波的主持人身份

不變。此外，不少網友都認為

《非誠勿擾》將“躺槍”。不過，

江蘇衛視相關負責人也告訴記者

稱，該節目並不受影響，他解釋

稱：“這種‘嘉賓主持人’是指

有主持群的節目或者真人秀，明

明是嘉賓非要做主持人，這是需

要報批審批的，之前一些節目都

在打擦邊球。但是《非誠勿擾》

是點評嘉賓，並非‘嘉賓主持人’

，和主持人的分工非常明確。”

張鐵林首度回應私生子：
這是臟水往我身上

綜合報導 近日，“皇阿瑪”張鐵

林把《還珠格格》的劇情搬進了現實

——今年6月初，張鐵林被踢爆在國內

有壹個年紀十五六歲的私生女，還被拍

到他帶私生女做“親子鑒定”的照片；

接著，又有爆料稱他還有壹個私生子，

生母姓訾。6月25日，事件出現更加戲

劇性的壹幕，兩位張鐵林的舊情人侯女

士和訾女士聯手到法庭遞交訴狀，要求

張鐵林賠償撫養費及撫慰金，法院已正

式受理立案。昨日，壹份由侯女士和訾

女士發布的聯合聲明在網上曝光，二人

稱自己均是在讀書時代被張鐵林“追求

”並懷孕，且都是在孩子壹歲多時與張

鐵林分手，並否認是第三者插足張鐵林

家庭。

昨日，知情人透露張鐵林兩個孩子

生母的情況：侯女士長期沒有職業，訾

女士也沒有固定職業，該知情人士表示

，兩人聯手無非是為了壹個“錢”字。

同時，該知情者稱，張鐵林本人

多次拒絕回應，“不想因為謠言四起

而傷害孩子，清者自清，問心無愧。

”這也是事件發酵以來，張鐵林首次

就此發聲。

知情者稱“舊愛”之壹侯女士索賠千萬
據知情者稱，張鐵林的兩位“舊愛

”，壹位是張鐵林18年前相識的侯女士

，壹位是13年前認識的訾女士。張鐵林

與兩位女士先後有過壹段交往，並生下

壹女壹子。這段塵封十多年的舊事，近

日突然在媒體上爆炒，眾多媒體曾多次

給張鐵林打電話讓其發聲，許多了解真

相的影視圈好友也勸他出面澄清，都被

張鐵林拒絕，對於沈默，知情人說張鐵

林表示：“不想因為謠言四起而傷害孩

子，清者自清，問心無愧。對於媒體惡

意炒作和圍攻，是人家的生意和飯碗，

我無奈，我也理解，臟水盡量往我身上

潑就是，不要傷及孩子隱私，也不要過

分難為這兩位告他的女士，畢竟曾經有

過壹段交往，要錢法庭見，犯不上血光

四濺地惡打，給社會輿論添亂，是不道

德的。”該知情者還說，據張鐵林證實

，他目前尚未收到起訴書。

知情者介紹，侯女士今年 40歲左

右，鞍山人，曾經是演員，1997 年和

當時單身的張鐵林相識，生下壹女由

張家撫養。女兒壹歲多二人分手，侯

女士帶著女兒生活。2000 年，侯女士

狀告張鐵林索要600萬“青春費”。法

院開庭之日，侯女士沒有出庭，按自

動撤訴結案。

知情者稱侯女士長期沒有職業，有

許多同居伴侶，包括“二手玫瑰”鼓手

以及錄音師武拉拉等。2008年武拉拉因

涉嫌吸毒被抓，侯女士與武拉拉同居多

年，應該處境艱難。據說，孩子現在患

有輕度心理障礙和抑郁。今年，侯女士

再度狀告張鐵林，通過律師索要包括

“精神補償”費千余萬元，女兒撫養費

六百余萬元，16歲留學英國的費用每年

八十萬元。侯女士還指定要張鐵林在北

京麗都飯店附近為其購置房產壹套等，

總計約千萬余元。

知情者稱“舊愛”之壹訾女士多年對孩
子不聞不問

知情者說訾女士今年34歲，是陜北

人，曾就讀於西安紡織技術學院惠州分

校，不是演藝圈中人。2001年訾女士和

當時單身的張鐵林短暫交往，生有壹子

，孩子在張家健康成長。訾女士沒有固

定居所，張鐵林為她出資租房多年，並

支付生活費。訾女士曾長期租住北京炫

特區公寓。

訾女士沒有固定職業，目前生活在

西安，並已結婚生女。2009年，訾女士

趁兒子生病治療期間，未經協商的情況

下，強行把孩子從張家帶走，三個月沒

有音訊，輾轉太原、西安，後至榆林等

地，張鐵林只能求助警方協助尋子，張

鐵林親自開車，兩次去太原，三次到榆

林尋找失蹤的兒子。

知情者爆料，據當地人士說，有壹

次訾女士在馬路上扇孩子嘴巴，用高跟

鞋踹孩子。知情者還稱，訾女士六年來

沒有給孩子打過壹個電話。幾年前嫁人

，從此再無音信。知情者說，訾女士多

年不管孩子，現在卻和侯女士聯合討說

法，她們兩人做這些無非是為了壹個錢

字。

知情者說張鐵林對此慨嘆：“如果

自食其力，心態平和，也不至於為了錢

去顛倒黑白，惡語中傷。我慶幸最終可

以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各方憂慮，還社

會輿論以真實誠信，還當事人以自知之

明，還孩子以平安穩定，還良知以心安

理得就好了。我尊重法律，做好了準備

，希望她們到法院來說理。”

張鐵林還有過壹段短暫婚姻。上

世紀80年代末，張鐵林赴英國留學，

認識了在電視臺做編導的波蘭籍前妻

，兩人婚後生下女兒張月亮，後因文

化差異以及張鐵林回國發展等種種原

因而離婚。

“舊愛”之壹訾女士獨家接受了華

商報記者的采訪，她對知情者的曝料以

及張鐵林方面的說法予以否認，她回應

：“我看到了上面的細節都是在造假，

他簡直是在胡說！包括我的學校信息都

不是真的！”



CC1212 CC55臺灣影視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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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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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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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2萬8千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新地毯，降價急售53萬8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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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假面甜心
郭雪芙：冷酷是保護色

郭雪芙曾被指是 「假面甜心」
，她接受 「美麗佳人」雜誌專訪時
解釋， 「冷酷」是她成長以來的保
護色，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門學
問，也碰巧是我最不擅長的。我不
太會跟人溝通，常被公司唸。旁人
覺得我沒禮貌，可是我以為來工作
不太需要去社交。」直到被媒體報
導，她才驚覺一定要改。
有段時間郭雪芙人紅是非多、負面
報導不斷，很多朋友還問她： 「媒
體跟妳有仇嗎？」她說： 「我想破
頭了也不知道為什麼，以前非常在

意，甚至天天躲在家，在經紀人面
前大哭。現在很習慣了，反而放得
很開。」

郭雪芙說自己其實很脆弱，
「尤其覺得被誤解時。我無法去解

釋和陳述，無法控制的事情，像是
輿論等等，常會覺得很無助又沮喪
。不過一路上，學習和遇到的事情
很多，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心態真
的很重要，心態是好的，其實就慢
慢走出來了。」

進入演藝圈後，郭雪芙幾乎把
時間都給了工作，忙起來時可以連

續工作 26 小時，她坦言：
「會真的很想落淚，而且以

前只在意自己，因為疲憊變
得無法控制脾氣，後來發現
，其實身邊的人一樣累，開
始反省，替其他人想想，突

然覺得自己沒什麼好過不去的。」
即使忙碌，郭雪芙仍渴望戀愛

， 「我開始非常渴望一個幸福美滿
的家庭，不過現在每天都在工作，
很難有機會遇到對象，以致我常幻
想一見鍾情呀、或出國碰到邂逅之
類。」但仔細想想又說： 「但真碰
到了（一見鍾情的狀況）我想我也
沒辦法。我是需要相處的人，很重
視心靈交流。有沒有魅力，相處的
狀況，內在都很重要。」

胡宇威雙胞胎小師妹
拉大提琴走透透

雙胞胎樂樂媃媃今年九歲，
暑假過後升為四年級了，樂樂媃
媃從小對於音樂、跳舞很有興趣
，除了烏克麗麗是買書自學外，
拉丁舞蹈、國標舞、恰恰、跆拳
道、大提琴，都是參加公立國小
的社團，上月28 樂樂媃媃跟著弦
樂團來到台北兒童新樂園，這是
第一次在戶外連續演奏多首樂曲
，博得滿堂彩。

兩姊妹頂著 35 度炎熱的大太
陽，按弦和拿弓的手都流了汗，
演奏到一半汗還滴到了眼睛，曬
得頭昏眼花，但還是很完美成功
的完成了表演，樂樂媃媃看到許多的同學跟
著爸爸媽媽一起前來觀賞他們的表演，非常
開心。

樂樂媃媃學大提琴將近兩年，今年開始

決定參與弦樂團的巡迴表演，這幾個月頻繁
的練習到手指反覆的起水泡，也不曾喊苦，
讓爸媽很欣慰，今年暑假更安排兩姊妹四處
表演培養膽量。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勞工證勞工證PERMPERM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栗懷廣醫師栗懷廣醫師

（本報訊）休士頓黃金醫療中心（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位於中
國城交通順暢，停車便利的黃金廣場內（9750 Bellaire Blvd. #180），開業以
來，服務社區并廣受好評。

黃金醫療中心由由二十餘年臨床經驗的栗懷廣醫師主治，栗懷廣醫師現
為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ewest的主治醫師。他具備極強的專業背
景，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曾擔任北京醫科大學教授,以及St.John 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栗懷廣醫師具備美中兩國豐富的醫療經驗，對美國的醫療體系十分了解

，能夠解決許多移民病患者就診時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礙和語言問題，為人謙
和，耐心為患者服務，中英文雙語交流便利了與病患者的溝通。

黃金醫療中心在治療方面專治:各種內科疾病，皮膚疾患，各種體檢，外
傷以及急診，血尿化驗，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

歡迎電話查詢及預約。 (832) 834-4812 傳真 (832) 834-4814
詳細地址：9750 Bellaire Blvd. # 180 (黃金廣場內)Houston,Texas 77036

休士頓黃金醫療中心服務社區休士頓黃金醫療中心服務社區
設備齊全設備齊全 就醫便利就醫便利 由二十餘年臨床經驗栗懷廣醫師主治由二十餘年臨床經驗栗懷廣醫師主治

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教授和
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業人士
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特殊才
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人及其
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需兩年
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括神職
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第
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符合
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續。而第二類
（除國家利益豁免外）與第三類職業移民
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證批准後，方
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衝擊美國的
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據美國移
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工證申請時
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格
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雇主
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雇佣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工
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
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准。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十

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動及
證明文件；准備招聘報告，詳細陳述招聘
的過程，有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絕，以及
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需妥善保存所
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備勞工部的抽
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網提交勞工證申
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工部所指定的全國
審理中心；如果申請被批准，勞工部將批
准書寄出。申請人必須在勞工證批准的
180天內，提交職業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至
一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星
期日的報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布三
十天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位
，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須從
以下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出席
招聘會；b）在雇主網站上張貼招聘啟示
；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貼廣告；d）在
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專業組織招聘
；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招聘；g）雇員
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招聘辦公室招聘
；i）在本地報紙或少數族裔的報紙刊登廣
告；j）通過電台或電視廣告招聘。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 移民投資金額 2015 年 9 月
30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於2015
年6月4日開始進行EB-5法案的重整工作
。新提案呼吁對EB-5投資移民的核心內

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
移民類別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
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2.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出一
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國孕婦以B-1或B-2
身份入境美國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
B-1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帶能夠
證明其1）未懷孕，或2）未打算在美期間
生育的醫生證明方可入境。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
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美國移民局4
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
收到約 233,000 份 H-1B 申請，並於 13 日
進行並完成了H-1B名額電腦抽簽。首先
進行抽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
益人設立的20,000個H-1B名額。未抽中
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
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 65,000H-1B 名額的
抽簽。對於未抽中的H-1B申請，移民局
將退回申請材料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
諾，將會最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對要求
加速處理的H-1B申請進行審理。另外，
移民局也會繼續受理不受H-1B名額的申
請，包括H-1B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
，以及免受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申請。

4. 3 月 23 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
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
府將對L－1B工作簽證進行改革，以吸引
更多海外人才。

5.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
及海關執法局(USICE)等執法單位，於3月

3 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
南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一些孕婦的
護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
婦收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
約談通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
欺、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日宣布
，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請的H1B持有人的
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2015年5月26日起開
始接受申請。符合申請條件的H1B身份的
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H1B 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 H1B 持有人已經
處於H1B6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土安全
局此次頒布的規定將造福數十萬計的 H4
持有人。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
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
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
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
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
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
下午5點)在電台調頻AM1320時代華語廣
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
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
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
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
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

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
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
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
一 到 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收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
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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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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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震寰處長在何震寰處長（（中中））監交下監交下
居維萊居維萊（（左左））從呂瑞玉從呂瑞玉（（右右））手中接下會印手中接下會印

僑社要聞僑社要聞

( 本報記者 / 張耀淑 / 採訪報導)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芝

加哥分會」，於6月20日晚上，在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舉行慶祝成立兩週年暨
端午節晚會，會中並舉行新舊會長交
接儀式。在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何震寰的監交下，居維萊從
呂瑞玉手中接下會印，正式走馬上任，
呂瑞玉並為居維萊戴上傳承項鍊。

駐芝經文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孫
良輔組長、莊璧璘主任、前駐加拿大副
代表周莉英、黃登亮伉儷、僑教中心主
任閻樹榮、芝加哥台灣貿易中心主任
梁芷菊和世華會的理事、會員們以及
各僑團的朋友，約 150 人參加了當晚
的盛會。芝城姐妹人才濟濟，能歌善舞
，該會並準備豐盛的美味佳餚以及豐
富的抽獎獎品，讓大家共同渡過一個
溫馨、難忘的週末夜晚。

年會是由楊學慶擔任主持，首先
由即將卸任的會長呂瑞玉致詞，她表
示竭誠歡迎大家來參加「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芝加哥分會」第二屆
的年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是唯一由台灣發展至全球之國際工商
婦女社團組織，並以「心懷世界、掌握
脈動、建立網絡、發展經貿」為本會宗
旨。在全世界共有 49 個分會，芝加哥

是第 45 個分會，創立於 2013 年 3 月，
曾經舉辦過多項的聯誼活動，並以協
助華人工商婦女發展事業，尋求商機
為主。她也說本會也贊助多項慈善活
動，例如在 2013 年響應政府號召，捐
款幫助購買在彰化縣提供給殘障人士
用的復康巴士；捐款給高雄氣暴事件；
捐款給 Kiva Microfunds Company，提
供資金協助貸款創業。呂會長並感謝
理事們的熱心付出，讓世華會在短短
兩年發展迅速。

駐芝加哥臺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
在應邀致詞時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結合全球工商婦女之智
慧，強化國際資訊交流，促進工商經濟
發展，並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她不
但是一個姐妹們的工商平臺，更是一
個友誼的平臺，感謝呂會長在過去展
現領導能力、推動會務十分成功，相信
將來在居會長的帶領下，「世華」的會
務一定會推廣的非常好，更讓姐妹們
藉由認識不同的專業，開闊眼界。

即將任滿榮調返台僑教中心主任
閻樹榮致詞時表示，「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和
僑委會合作的非常密切。婦女除了持
家之外，還在自己的事業上有一片自
己的天空，在這邁入21世紀女性出頭

的世紀，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
要。很高興看到呂會長圓滿完成了兩
年的任務，居會長一定會把會務辦得
更出色，讓大家在社團裏有更豐富的
活動。祝福大家闔府平安、事業順利、
家庭幸福美滿！
駐芝經文辦事處組長孫良輔及芝加哥
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梁芷菊，也都相繼
肯定了婦女對於社區發展及經濟成長
的貢獻，為社區帶來更豐富的商貿、文
化機會。

新任會長居維萊在致詞時表示，
很榮幸也很高興的能夠有機會為大家
服務，特別感謝呂瑞玉的用心奉獻，使
得「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芝加
哥分會」成就非凡。在這未來新的一年
，「世華」將傳承優秀的傳統，繼續舉辦
交流聯誼活動，並且將舉辦多項演講。
居會長還表示，「世華」和其他社團不
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會舉辦商展、義賣
等活動，提供給大家參觀購買。她並感
謝大家的厚愛與鼓勵，也祝福大家有
一個美好的端午佳節。

會中並由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何震寰處長代表僑務委員會，
頒發感謝狀給「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芝加哥分會」呂瑞玉，捐款賑助
高雄氣爆事件。

當 晚 餘
興 節 目
由 賴 志
鴻 擔 任
主 持 ，
首 先 由
才 女 居
維 萊 編
劇 ， 李
錦 邦 、
郭 敏 敏
、 王 慧
敏 、 侯
彼 得 聯
合 表 演
的 白 蛇
傳 「雷
峯 塔 下
的 傳 奇
」揭 開
了晚會的序幕；鄭明能演唱兩首台語
名曲「燒肉粽和相思雨」把大家帶回往
日年代；台聯會長王慶敏演唱校園名
歌組曲，歌聲優美動人，獲得大家掌聲
如雷；許維鈴演唱「我的心裡只有你沒
有他」，由巫伯姬、許湘坤伴舞，歌聲及
舞蹈優美動聽。最後的壓軸好戲，是由
蔣耀東帶領世華姊妹：呂瑞玉、居維萊

、王慶敏王慶敏、、陳莎莎陳莎莎、、江玲珠江玲珠、、項邦珍項邦珍、、郭郭
敏敏敏敏、、許維鈴所表演的歌舞劇許維鈴所表演的歌舞劇「「姊姊妹姊姊妹
妹站起來妹站起來」」將晚會氣氛推至最高潮將晚會氣氛推至最高潮。。
整個晚會在溫馨整個晚會在溫馨、、甜美甜美、、愉悅的氣氛中愉悅的氣氛中
，，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芝加哥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芝加哥分會」」兩周年誌慶兩周年誌慶

舉行新舊會長交接暨端午節餐會舉行新舊會長交接暨端午節餐會

呂瑞玉功成身退呂瑞玉功成身退 居維萊接棒會長展開新會務居維萊接棒會長展開新會務

何震寰處長頒發感謝狀給呂瑞玉何震寰處長頒發感謝狀給呂瑞玉

新任會長居維萊致詞新任會長居維萊致詞

餘興節目主持人賴志鴻餘興節目主持人賴志鴻
前駐加拿大副代表周莉英黃登亮伉儷前駐加拿大副代表周莉英黃登亮伉儷、、僑教中心主任僑教中心主任

閻樹榮閻樹榮、、僑務委員項邦珍伉儷合影僑務委員項邦珍伉儷合影

居維萊編劇居維萊編劇，，李錦邦李錦邦、、郭敏敏郭敏敏、、王慧敏王慧敏、、侯彼得聯合表演侯彼得聯合表演
的白蛇傳的白蛇傳「「雷峯塔下的傳奇雷峯塔下的傳奇」」

鄭明能演唱兩首台語名曲鄭明能演唱兩首台語名曲
「「燒肉粽和相思雨燒肉粽和相思雨」」

蔣耀東帶領世華姊妹蔣耀東帶領世華姊妹：：呂瑞玉呂瑞玉、、居維萊居維萊、、王慶敏王慶敏、、陳莎莎陳莎莎
、、江玲珠江玲珠、、項邦珍項邦珍、、郭敏敏郭敏敏、、許維鈴所表演的歌舞劇許維鈴所表演的歌舞劇

全體理事全體理事、、會員和貴賓合影會員和貴賓合影

許維鈴演唱許維鈴演唱、、巫伯姬巫伯姬、、許湘坤伴舞的許湘坤伴舞的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

楊學慶演唱拾起失落的組曲楊學慶演唱拾起失落的組曲

芝加哥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梁芷菊致詞芝加哥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梁芷菊致詞

責任編輯：徐晨

歌手兼牙醫許廷鏗渊Alfred冤出道五年袁雖憑俊朗
外形和磁性聲線冧掂不少女性 fans袁但同時其斷背
緋聞亦一直傳不停遥繼張敬軒及與野嫩版陳奐仁冶公
園瞓大髀及咀嘴後袁三年前他又與關心姸的野易服
男冶助手阿小在的士纏綿遥近日有消息指袁阿小已進
駐許廷鏗于大圍曉翠山莊的新居遥過去一星期袁記
者兩度發現阿小與許廷鏗一同離開寓所乘車外出袁
同居關係正式曝光遥
據瞭解袁曾與許廷鏗傳緋聞的關心姸易服男助手

阿小袁早在半年前已進駐許廷鏗大圍曉翠山莊新
竇袁二人展開同居生活遥身形胖胖尧留長髮及女性打
扮的阿小袁本是關心姸忠實 fans袁其後成爲偶像私人
助手袁因工作關係與許廷鏗野邂逅冶遥三年前許廷鏗
被發現與阿小在的士依偎纏綿而傳緋聞袁但許廷鏗
聲稱二人只是朋友遥不過袁據知情人士透露袁許廷鏗
與阿小的關係從未間斷袁半年前二人更共賦同居遥
知情者説院野Alfred早排搬咗去曉翠山莊袁佢同阿

小一齊住埋起碼半年袁但阿小唔系日日都喺度過
夜袁一個星期有幾晩喺度袁Alfred平時好少出街袁佢
唔出街??陣袁阿小就會買外賣返屋企畀 Alfred食遥佢

哋每次出入都好小心袁一齊搭袁都會等人出曬先至
出去遥冶過去一星期袁記者多次在曉翠山莊等候袁結
果兩度發現阿小與許廷鏗結伴離開寓所袁同居關係
終于曝光遥
上周四晩 9時半袁許廷鏗與阿小一起乘坐友人駕

駛的寶馬外出袁許廷鏗坐在後排袁阿小則坐在司機
位旁袁一出車便極速駛到大圍積福街袁有餐廳夥計
早捧住外賣等候袁同行男友人攞完外賣後袁與車上
許廷鏗及阿小傾談幾句袁便開車絶塵而去遥
至上周六傍晩 6時許袁許廷鏗與阿小又再出動袁今
次還加埋鄭欣宜及兩男性友人袁一行五人再乘當日
的寶馬離開曉翠山莊袁直駛大埔醫院探朋友遥未知
是否因爲新沙士疫情而提高警覺袁一行人落車前全
都戴口罩遥許廷鏗先跟男友人落車進醫院袁阿小則
與欣宜等相隔一分鐘後才落車袁刻意前後腳掩人耳
目遥現場所見袁心情靚爆的阿小與欣宜邊行邊蹦蹦
跳遥
許廷鏗與欣宜在醫院逗留近一小時便先行離開袁

疑期間發現記者袁於是未有等阿小及另一男友人袁
便着朋友開車離去遥至於被撇低的阿小袁相隔十五
分鐘後與另一男友人步出時袁發現座駕不知所踪袁
便悶悶不樂的講電話袁與之前蹦蹦跳的心情反差甚
大袁最後他嬲爆爆改搭緑的往馬鞍山方向駛去遥
記者昨致電許廷鏗袁但至截稿前未能聯絡得上遥

至於阿小被問到日前與許廷鏗到醫院一事時袁他
謂院野系之前一個親戚病咗袁我哋都識嘅袁一齊探病
啫遥冶對於與許廷鏗的緋聞袁阿小強調二人只是朋
友袁問是否入住許廷鏗的寓所钥阿小連聲否認院野唔
系呀袁梗系唔系啦袁冇呢回事?遥冶

阿小原本是關心姸忠實 fans袁直至多年前變身偶
像私人助手袁阿小留長髮及愛女性打扮遥
阿小原本是關心姸忠實 fans袁直至多年前變身偶像
私人助手袁阿小留長髮及愛女性打扮遥
牙醫歌手許廷鏗

許廷鏗是近年冒起的男歌手之一袁曾是 2011年
的新人王袁首本名曲有叶我的離開也是愛曳尧叶螞蟻曳
及叶靑春頌曳等袁但大家卻對他的感情生活更感興
趣遥
許廷鏗 09年參加首屆叶超級巨聲曳入行袁當時被

封爲野將軍澳吳尊冶袁可惜最後只奪野最強人氣奬冶袁
但仍獲得無線力捧袁11年與余咏珊老公何哲圖的唱

片公司星煥國際簽約袁成爲當年的新人王遥許廷鏗
參加叶巨聲曳時袁被評判張敬軒力贊野好歌袁好歌手冶袁
之後他更到軒仔家 jam歌而傳出斷背緋聞遥其後亦
有雜誌拍下他與同公司的鄭欣宜于機艙內貼頭睡

覺相袁但許廷鏗笑指與欣宜傳緋聞袁感覺似亂倫遥
除了唱得袁他也是一位專業牙醫遥12年袁于港大

牙醫學士畢業袁之後曾到其叔叔的牙醫診所工作袁

有傳媒曾到該診所野放蛇冶袁請許廷鏗替他洗牙袁事
後大贊他手勢好袁夠專業遥許廷鏗父親是野香港腎臟
基金會冶副主席許義鏞袁養過首屆本港拍賣會最貴
馬匹野聖德冶袁亦是現役馬野競技英雄冶和野勝利公爵冶
團體成員遥上月 31日袁許廷鏗與父親到馬場支持
野勝利公爵冶首次出賽袁可惜無緣拉頭馬遥

曾公園痴纏咀野男朋友冶

今年 27歲的許廷鏗袁素有野將軍澳吳尊冶之稱袁迷
倒萬千少女袁卻經常與男生傳緋聞袁最爲人津津樂
道的是袁11年 9月袁他被周刋拍下與同性密友野嫩版
陳奐仁冶張棋皓渊Kenny冤于遊樂場談心袁二人用膳
後袁步行到大圍顯田遊樂場袁于暗角位並排而坐袁其
間許廷鏗挨近 Kenny袁又躺在 Kenny大腿上袁Kenny
更情不自禁地吻許廷鏗遥

許廷鏗與易服男同居 找鄭欣宜做掩護

報道刋出後袁許廷鏗性向成疑袁他隨即接受叶東張
西望曳訪問回應袁表示當日因飲大兩杯才比較熱情遥
他澄清 Kenny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袁並不是情侶遥
其後他再在微博解釋安撫歌迷遥

許廷鏗否認同居

許廷鏗昨晩在微博簡單回應袁指是花邊新聞袁當
幫手宣傳自己首新歌叶仁至義盡曳袁到今日傍晩袁他
就再詳細地回應同阿小同居報道遥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渊港視尧HKTV冤近日收視又
急跌袁到 9月尾播完最後的五部劇集後袁王維基方
面直言已決定暫停製作節目遥與此同時袁無綫和
nowTV今後將拍中港合拍劇來迎合內地觀眾袁意味
着港產劇隨時玩完遥無綫日前公佈與阿里巴巴旗下
的娛樂寶合拍電影及電視劇袁強調題材會由雙方決
定曰而明年 4月開台的 nowTV年前亦率先開拍中
港合拍劇叶衛子夫曳來迎合內地需求袁似預見未來純
港產劇已走向消失末路浴
原本一心想做腋電視大亨夜的王維基短短兩年已

拍了十七部劇集袁不過袁因為至今仍不獲發免費牌袁
還有兩宗有關發牌的司法覆核案未了袁加上港視最
近的收視越跌越急袁本周初播映的叶末日+5曳點播率
僅餘二萬五千名用戶袁開台僅七個月袁觀眾數已較
開台首周大跌超過 95%遥據悉王維基為免日日燒銀
紙袁已決定
暫停一切

節目製作袁
播完最後

五部劇集

便腋玩完夜袁
預計 9 月
24 日最後
會播出由

林文龍尧林
嘉華等主

演 的

叶Night
Shift曳袁 之
後只會播

放外購內地劇來維持網購營運遥
港視發言人昨在電話中說院腋是會暫停製作袁因為以
每集一百萬成本計算袁互聯網的廣吿收入確實唔達
標袁支持不到就寧願不開拍袁一切要等待官司有明
確判決先有新進展遥夜與港視仍有兩年多合約的陳
錦鴻袁在叶末日+5曳客串演特首袁他說院腋我唔係戥維
基唔抵袁係戥成個香港唔抵袁港人唔係農業或漁業
社會袁咁富庶環境下竟然都冇得揀袁呢個先係我哋
無奈嘅地方遥夜

王維基院電視無得做

港視主席王維基昨日出席活動期間袁突然聲稱
腋電視無得做夜袁又不斷強調在網購服務提供更多貨
品選擇及優惠遥王維基出席安永企業家獎討論會期

間突然表示袁腋電
視就無得做袁尤其
係噚日過埋嗰個

噎噎就更加唔使
諗袁以後都唔會有
電視做浴夜不過袁他
其後未有回應腋噚
日過埋嗰個夜意指
何事袁港視發言人
回應指未有補充遥
即使電視節目

停播袁HKTV應用
程式仍會繼續做

網購服務遥王維基
表示袁公司已出售

6萬種貨品袁其網購平台可消除地域及店舖的限制袁
可以用一日時間將日本北海道的新鮮貨品直接送

到客戶手上遥他又指袁公司的採購團隊僅得十多人袁
每人每日都要工作 18小時袁但笑指他們仍符合最
低工資水平遥

港視最後五劇

1.叶惡毒老人同盟曳渊20集冤

演員院元華尧姜大衛尧馮素波尧白彪等遥
內容院諷刺式喜劇袁帶出香港社會的老人問題遥
播放日期院22/6至 17/7
2.叶四年 B班曳渊4集冤

演員院陳宇琛尧蔣祖曼尧呂煕尧郭鋒等遥
內容院透過小孩的目光看世界袁讓大人明白不應用
自己的一套來框着他們袁任他們純眞的夢想飛翔遥
播放日期院20/7至 23/7

3.叶三面形醫曳渊18集冤

演員院林文龍尧艾威尧楊淇尧劉玉翠等遥
內容院醫學實況劇集袁披露整容的眞實過程袁配合特
技化妝及拍攝技術袁呈現幾可亂眞的手術遥
播放日期院24/7至 18/8

4.叶開腦儆探曳渊16集冤

演員院黃日華尧李璨琛尧黃芷晴等遥

內容院重案組督察經歷兒子離奇猝死的打擊後袁觸
發了他能閱讀及捕捉他人意識的潛能袁出現雙重性
格遥
播放日期院19/8至 9/9

5.叶Night Shift曳渊11集冤

演員院林文龍尧麥子樂尧陳詩慧等遥
內容院全夜景警匪劇袁講述幾位衝鋒隊隊員於黑夜
中工作袁遇到各種不可思議的危險和挑戰遥
播放日期院10/9至 24/9

樂視進軍香港

正所謂 腋一雞死
一雞鳴夜袁隨着港視
網劇的終結袁來自內
地的樂視 Letv袁透過
腋打包夜銷售電視及
收費網絡電視服務袁
已迅速打入香港網

劇市場遥目前樂視香
港的收費電視用戶

超過一萬戶袁但卻落本投資約 2,000萬元袁開拍全港
首部以 4K 畫質製作的網絡劇 叶天才在左瘋子在
右曳袁稱每集製作費用超過百萬元袁估計樂視今年底
的香港市場佔有率可攀升至第三袁至明年客戶規模
更可超越有線遥樂視為打響頭炮袁叶天曳劇請來應採
兒任監製及演出袁其他演員包括鄧麗欣尧陳小春尧柯
有倫尧秦沛和林俊賢等袁並於上周拍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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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成立將近五
年。如何利用好這個華府兩岸僑胞喜愛的平台，
如何客觀提供僑胞們關心的兩岸時政動態信
息，如何推解和分享方方面面兩岸關係研究學
者和智庫的不同觀點，如何在海外助益於兩岸
的良性互動，合作共贏，始終是論壇社致力推動
的方向。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帶著這些想法
爭取到了受邀去廈門出席2015年“第七屆海峽
論壇”的機會，一方面多了解海峽兩岸的常態
化交流機製，另一方面和和有關方面交流學習。
6月9日至15日由潘玲榮社長帶隊的兩岸時事
論壇代表團一行10人到大陸進行參訪，參加了
廈門的“海峽論壇”開幕式，並出席了由中國僑
聯、台灣中華僑聯總會、台灣華僑協會總會、福
建省僑聯聯合主辦的“第七屆海峽論壇-2015
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在去廈門之前，代表
團還應邀拜訪了北京的有關涉台涉僑部門。會
議之餘，代表團又專程拜訪了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所，參觀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廈門華僑博物
館，廈門鼓浪嶼和世界文化遺產-福建華安土
樓。一週的時間儘管非常短促，卻十分充實，奔
波忙碌，收益頗豐。

海峽論壇自 2009 年首次舉辦以來每年都
在廈門這個美麗的城市召開。論壇面向兩岸基

層，形式多樣，惠及兩岸民生的許多方面，每屆
都有上萬的兩岸同胞參與，是規模最大的兩岸
交流平台。往年“海峽論壇”由於主要聚焦兩岸
交流，海外社團參加較少。今年“第七屆海峽論
壇”主辦的分論壇“2015 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
壇”首次舉辦了“2015海峽兩岸暨港澳僑界圓桌
峰會”，中國僑聯主席林軍、副主席喬衛，福建省
副省長鄭曉鬆，台灣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台
灣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等出席了活動。

“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作為海外民間社團有
幸應邀出席了該圓桌峰會。代表團團長，論壇社
社長潘玲榮代表論壇社應邀在圓桌峰會上發
言。潘社長發言中介紹了在海外兩岸僑胞互動
對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的正面影響，希望運用這
個平台團結更多的兩岸僑胞，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不斷做出貢獻。

參訪團一行在廈門拜訪了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院。該院副院長李鵬教授曾受邀在“華府兩岸
時事論壇”做過演講。代表團一行首先在“兩岸
協創中心經濟一體化平台”由首席專家、廈門大
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鄧利娟教授陪同下, 參觀
了兩岸協創中心暨廈大台研院的展廳，了解中
心與學院的發展歷程。隨後，參訪團與研究院的
專家學者進行座談，雙方針對台灣地區2016年

“大選”預測、“大選”後台灣政治生態可能產生
的變化、台灣年輕人對“大選”的態度以及對近
期蔡英文訪美的看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地交流
探討。兩岸協創中心重大理論創新平台執行長
張文生教授對 2016 年台灣地區“大選”相關議
題作了深入分析, 沈惠平副教授、陳超助理教授
也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鄧利娟教授與經濟平台
成員石正方副教授則就“大選”可能對兩岸經貿
關係發展帶來的影響談了各自見解。參訪團成
員也從旅美僑胞的角度發表對台灣選舉問題及
蔡英文訪美問題等的看法。僅僅一個小時的交
流使大家受益匪淺，嘗試了即有請進來又有走
出去的論壇新模式。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譚天星，全
國台灣鄉親同胞聯誼會紀斌副會長，外交部港
澳台司副司長何嵐箐等在北京會見了大華府兩
岸時事論壇社代表團一行，中國僑聯副主席喬
衛在廈門“海峽論壇”期間專門會見了美國大華
府兩岸時事論壇一行。國僑辦譚天星副主任會
見時提出，海外僑胞要堅持“一個中國，平等交
流；求同存異，促進發展。”希望大華府兩岸時事
論壇帶領團結兩岸僑胞，求同存異，共同維護兩
岸和平穩定關係。代表團一行還應邀參觀了中
國國家博物館，重點聆聽了“復興之路”部份的

講解和觀看了展品。
福建的土樓是東方文明的一顆明珠，是世

界上獨一無二的神話般的山村民居建築，是中
國古建築的一朵奇葩，它以歷史悠久、風格獨
特、規模宏大、結構精巧等特點獨立於世界民居
建築藝術之林。代表團所參觀的華安土樓為圓
形，非常富有客家傳統色彩，樓高四層，頂樓設
有防禦設施。樓內由40多戶人家共享，土樓牆
厚達三米，冬暖夏涼，樓內挖有有兩口水井，水
質甘甜。建樓600多年來，樓內還出過狀元和著
名商人。代表團受邀進樓參觀了所有樓層，還品
嚐福建當地名茶，和樓民一起製作土樓花生糖，
感到十分的溫馨。(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供圖稿)

中國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天星會見代表團。 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右5)會見代表團。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陳元豐副主任(左6)會見代表團。

全國台灣鄉親同胞聯誼會紀斌副會長(左8)會見代表團。 台灣僑聯總會簡漢生理事長(中)與部分代表合影。 代表團與廈門臺研所交換紀念品。

福建華安土樓 代表團在鼓浪嶼合影。 廈門台灣研究院參訪，鄧利娟副院長(右)介紹概況。

代表團參加廈門兩岸海峽論壇。

和平和發展應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訴求
-記“大華府兩岸時事論壇社”訪問大陸

秦腔難白，謝罷王芳情更迫。
功宴燦燦，風卷紅旗過大關。
四圍何處？異俗西調迷漫處。
季布出言，千盞豪情動川陝！

問：王芳海歸，華府秦腔怎支撐？答：眾
志成城，風卷紅旗過大關！

“感謝王芳秦腔之夜”6 月 7 日精彩落
幕，大家激動不已。順應民意， 2015 年 6 月
20日， 美國首都的川陝名吃，華盛頓秦腔搞
慶功宴。張蓉帶來許多親手包的粽子，好吃！
謝了！肉夾饃，水煮牛，羊肉泡饃，西北扯
面......秦腔京劇，卡拉 OK，新人入社，群情
振奮。

風卷紅旗過大關是毛澤東詞句，既以為
題，複剝原詞《減字木蘭花》，逗趣而已，不
敢稱詞。道白難於唱腔，華府秦腔困難多，故
曰“秦腔難白”。《史記》有“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一諾”語......
後盾堅強，秦腔是魚僑社水

華盛頓秦腔社隸屬於西北同鄉會。西北同
鄉會的人氣、底氣、成績、戰鬥力、影響力，
在大華府誰不讚賞！華府秦腔，後盾堅強。

西北同鄉會最近幾屆會長潘啟元、馮甯
平、李暉、雷曉春全部是秦腔社成員，全夥參
加慶功宴。西北同鄉會終身名譽會長、華府名
人吳世華參加慶功宴。王思問、劉玉紅、孫
宏、喬楠、楊世宏西北同鄉會重要領袖也都在
秦腔社。

因為有西北同鄉會做靠山，華盛頓秦腔社
和整個華府華人社區的關係非常密切。著名僑
領、同鄉會聯合會名譽會長龔錦、何如意經常
為秦腔幫忙。秦腔社中堅馮甯平是同鄉會聯合
會現任會長。秦腔社和大華府太極友社、華府
青年聯盟等有著良好的互動。

陝西同鄉會、寧夏同鄉會和全美甘肅聯誼

會都非常支持華盛頓秦腔社。全美甘肅聯誼會
副會長孫宏發微信說：“我代表林彭新會長和
全美甘肅聯誼會（表態）：1）華盛頓秦腔社
和甘肅聯誼會有不解之緣......。2）甘肅聯誼會
支持參與秦腔社活動，為秦腔社的排練提供方
便，將動員和鼓勵甘肅聯誼會的人來聽秦腔唱
秦腔演秦腔。3）傳承中華文化秦腔社做了件
好事......”

秦腔社和華盛頓敦煌箏樂坊連續兩年合作
舉辦音樂會，敦煌箏樂坊領袖顧磊老師是秦腔
社的藝術指導，為華府秦腔立下汗馬功勞。皇
家康樂中心的董事長楊世宏從2011 年以來一
直是華盛頓秦腔社的中流砥柱，慶功宴上再次
“宣誓”：將更加積極地參加秦腔活動，皇家
康樂中心願意為秦腔提供場地。川陝名吃經理
柳奇是秦腔社成員，一貫支持秦腔。退休美國
知音資深記者、來自臺灣的周幼康和他的美國
女婿一起前來參加慶功宴，表示真誠支持秦
腔......

秦腔是魚，僑社是水。僑社如此支持秦
腔，華府秦腔定能存活。
新添人馬，有生有旦士氣旺

社長發問：假如王芳一去無音訊，我們將
來得不到王芳的任何幫助，大家還願不願意把
我們華盛頓秦腔社繼續辦下去？話音未落，王
芳就迫不及待地說：“那是不可能的！我回國
後肯定不會從華盛頓秦腔社消失！我肯定要繼
續為華盛頓秦腔社效勞。”

社長問：“王芳走後，我提議準備解散華
盛頓秦腔社。大家同意嗎？”“解散”二字惹
“眾怒”，以雷曉春、楊世宏為首，大家紛紛
抗議，並自動宣誓效忠。

華府秦腔這兩年接連湧現出馮甯平、李延
春、穆建西、楊庚成，加上原有的楊世宏、王
彥森、王思問、李暉，華盛頓秦腔社生角不

弱！王金蓮、
王 琰 去 了 外
州，現在王芳
又要走，我們
缺旦。還好，
潘亞麗、張蓉
在《櫃中緣》
裡成“旦”。
在宴上，二位
主動表態：將
更加努力學秦
腔 ， 繼 續
“旦”下去。車欣唱了多年京劇，秦腔之夜首
唱秦腔，唱得非常好，在慶功宴上正式入社。

社長提議穆建西擔任副社長，本人同意，
大家歡呼通過。建西去年12月入社，秦腔耳
音童子功好，嗓音好，悟性高，且詼諧幽默，
他到哪裡，哪裡就有歡笑。

除車欣外，西安外國語大學教授、喬治.
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楊紅英受到秦腔社感染，
宣佈將開始學唱秦腔，加入秦腔社微信群。喜
歡唱歌的寧夏鄉親陳斌、甘肅聯誼會馬州分會
會長林彭年加入秦腔社。

有這樣的隊伍和士氣，不愁在華盛
頓玩不了秦腔。
秦腔為主，兼玩京劇和民歌

王彥森、李延春、穆建西、王琰等
秦腔社成員都喜歡京劇。現在又來了唱
了幾十年京劇的車欣。而王思問、王彥
森、陳斌、李暉、馮寧平等喜歡唱歌。
鑒於此，出席慶功宴的大家同意：華盛
頓秦腔將更加開放，秦腔為主，但如果
大家喜歡，也可以玩京劇、民歌。在參
加正式演出時，即使在秦腔排練時練過
這些京劇唱段或歌曲，也可以只代表其

它文藝團體而不提秦腔社。
尋找友軍，期待再演《櫃中緣》

秦腔之夜演了《櫃中緣》，演員和觀眾都
感覺不錯。排個戲不容易。我們計畫在今年
11 月租用比較正式的劇院再演《櫃中緣》。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另一文藝團體，兩家合辦一
台音樂會。意者請聯繫 qap3@verison.net。(潘
啟元供稿)

華府秦腔：風卷紅旗過大關
記端午節“感謝王芳華盛頓秦腔之夜”慶功宴

端午節，父親節，秦腔宴華盛頓秦腔社選美了！楊紅英教授發言

淘氣（李暉；右）：“媽，我還要吃！”許錢氏（張蓉；中）笑罵：
“吃貨！再給你一碗！”差役（穆建西；左）：“這碗面必須歸
我！”

如果你一直在做傳統的仰臥起坐，那麼趕快停止吧。一位美國聖地亞哥洲立大學的
健身學科學家，對最為流行的十三種腹部運動的有效性進行了測試，最後總結出四種
最為有效的 「腹部贅肉殺手」。

蹬車運動：
祇是要你躺在地板上假裝蹬一輛想像中的自行車。
正確的動作是，背部下方壓緊地板，雙手置於頭後。將膝蓋提到四十五度角，雙腳

做蹬車的動作，左腳踝要碰到右膝，接著再用右腳踝去碰左膝。
提膝運動：
找一把牢固的椅子，坐在椅子的邊緣，膝蓋彎曲，雙腳平放於地面。收緊腹部，身

體微微後傾，將雙腳抬離地面幾厘米。
保持穩定的動作，將膝蓋拉向胸部，同時上身前曲。然後將雙腳恢復原位，不斷重

複。
手臂仰臥起坐：
躺下，曲膝，雙腳併攏鉤住床頭。用一條毛巾從後側繞過頸部，雙手各拉一端。收

縮腹部，肩部抬起，後背慢慢捲起，再緩緩後仰，幾乎挨到地板時繼續起身，不斷重
複。

如果你覺得太難，上身祇要抬離地板也就行了。
舉球運動：
仰臥，手裡拿一個網球，抬起雙手衝著天花板，雙腿伸直併攏，雙腳上鉤。收緊腹

部及臀部肌肉，將雙肩和頭部抬離地面幾厘米。確定球是始終朝上衝向房頂，而不是
向前。

你的目標就是要出汗。所有有氧運動的目的都是要你出汗。如果你沒有出汗，就說
明你還不夠努力。運動時，你的姿勢越準確，汗就出得越快。這可能會讓你紅得像番
茄，不過對身體絕對有益，所以還是努力做吧。

從營養學的角度來看，牛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美膚佳品。
1、牛奶+麵粉=優質面膜
牛奶與麵粉調和本身就是非常優質的面膜，特別適用於中性肌膚。但

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膚，就需要把牛奶換成脫脂乳；如果你在20與40
歲這個年齡段之間，就不用對牛奶進行任何加工了。豐富的乳脂能有效
改變皮膚乾燥的現象，而去脂的牛奶麵粉面膜能極大改善膚質。

2、食鹽+牛奶=告別皮屑
牛奶和鹽走到一起，就可以改善你粗糙的肌膚，並有效去掉困擾你的

皮屑，祇留下光滑的肌膚。預先在一個小罐子裡融化一杯食鹽，倒入已
經放好溫熱水的浴缸裡，再加入4杯等量的脫脂奶粉。這樣你就可以躺
在這個為自己特製的浴缸裡了，浸泡20分鐘之後，再進行你日常的洗
浴流程。一週使用一次，你便可以告別皮屑。

3、燕麥+牛奶=去掉斑點
肌膚痤瘡、雀斑、黑頭、麵包，祇要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祇需每天使

用10分鐘的燕麥面膜即見效。將2湯匙的燕麥與半杯牛奶調和置於小火
上煮，然後等它還是溫熱的時候塗抹在臉上，就大功告成。

4、維e+酸奶=清除污垢
購買時要記住買足400個國際單位的維e，倒入空碗裡，加入2湯匙酸

奶、半湯匙蜂蜜和檸檬汁，調和拌勻。接下來要將這個秘方厚厚地塗抹
在你的臉上，並設定好15分鐘的療程。時間一到，用溫水沖洗，最好
不要用太燙的水或是冷水。現在看看鏡子裡的你，是不是光彩照人了
呢？還沒完，現在用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輕柔按摩臉部，深入肌膚，
徹底將毛細孔的污垢清除，舒爽的臉能帶給你自信驕傲的一天！

5、冰牛奶+碎豆腐=曬後修復
現在你知道牛奶除了用來喝，還可以給肌膚補充充分的營養，可是你

知道嗎，牛奶可以消炎、消腫與舒緩皮膚！特別是被太陽曬傷之後，牛
奶具有很好護理效果。步驟很簡單，先把化妝棉在冰牛奶裡浸過，再用
冰牛奶洗臉，然後把化妝棉敷在紅腫發燙的部位，就能立即收到舒緩止
痛的效果。再將豆腐弄碎，裝在薄紗布袋內，冰牛奶洗臉之後，用來搓
揉臉部，皮膚會變得白皙、光滑。臉部皮膚如果因曬傷太厲害而紅腫疼
痛，可以用冰牛奶漂洗，然後再以浸泡過牛奶的紗布敷在臉上，疼痛及
發紅的症狀就會減輕，但是如果感覺還是很痛的話，那就表示要快點去
皮膚科醫生那裡坐坐了，因為你的皮膚發炎了！

6、鮮牛奶+橄欖油=增加皮膚彈性
鮮牛奶50亳昇，加4—5滴橄欖油，麵粉適量調勻敷面，保留20分鐘

後用清水洗淨。此法長期使
用，可增加皮膚的活力和彈
性，使皮膚變得清爽潤滑、
細膩潔白。

7、香蕉+牛奶=皮膚清
爽滑潤

熟香蕉半隻，搗爛成泥狀，摻入適量的牛奶，調成糊狀，敷在臉上，
保持15—20分鐘後用清水洗淨。此法可使皮膚清爽滑潤，除去臉部痤
瘡及雀斑。

8、牛奶+草莓=告別乾燥肌膚
牛奶100亳昇、草莓50克，搗爛如泥，二者混合調成糊狀，塗擦面部

保留 20 分鐘後洗去。此法可防止皮膚乾燥、老化，使皮膚光澤、濕
潤、細膩。

9、酸奶+蜂蜜+檸檬=健膚
酸奶、蜂蜜、檸檬汁各100毫克，加5粒維生素E調勻，敷面保留15

分鐘後洗淨。此法可使表皮上的死細胞脫落並促進新細胞生長，達到皮
膚健美的目的。

10、牛奶蒸汽面浴
用250克鮮牛奶放鍋內在火上燒開後，改為慢火讓牛奶在鍋內沸騰產

生蒸汽，這時把臉放在沸騰牛奶的蒸氣上面，並保持一定的距離，閉上
眼睛，讓沸騰的牛奶蒸氣吹向面部，臉上感到濕潤舒服，時間可由幾分
鐘到十幾分鐘，根據自己感覺而定。這樣堅持每日一次，過一段時間你
就會感到面部皮膚紅潤、光滑、柔軟、白嫩，並可消除疲勞。這是因為
營養豐富的牛奶加熱蒸發，可促進面部血液循環，加快新陳代謝，起到
美容保健作用。

11、牛奶+醋=消除眼皮浮腫
牛奶亦具有收緊肌膚功效，若早晨起床發現眼皮浮腫，可用適量的牛

奶和醋加開水調勻，然後在眼皮上反覆輕按3~5分鐘，再以熱毛巾敷片
刻，眼皮瞬即消腫。用簡單一點的方法，可先將兩片化妝棉浸以凍牛
奶，然後敷在浮腫的眼皮上大約10分鐘，最後用清水洗淨即可。

12、牛奶快速潔面磨砂
想讓潔面品能發揮最大的效用，除要選擇適合個人膚質的用品之外，

還應盡量避免讓潔面液逗留在皮膚上過久。否則會減低其功效，更可能
對肌膚造成傷害。在使用潔面奶或潔面膏時，祇需在面上輕輕打圈約兩
分鐘，便要用清水洗乾淨。但若磨砂時間太短，
面部內的污垢亦不能有效排走。若按摩的時間過
長，潔面膏內的皂液會有機會令皮膚出現過敏反
應，甚至出現紅腫現象，令新陳代謝過快而加速
皮膚老化。若潔面奶留在面上超過3分鐘，毛孔
亦會吸收過量的滋潤成分，令油脂粒不斷在皮膚
上滋生。

妙用牛奶 打造水漾肌膚打造水漾肌膚

44種最為有效的腹種最為有效的腹部贅肉 「殺手」

乳品谬论之“孤独的牛奶”
如果说 08年之前大多数人对牛奶还是认可的

态度，那么当 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后，很多人对牛

奶的态度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有的人从此

拒绝了牛奶，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对牛奶的小心翼

翼。

原本一些与牛奶相关的流言，也再度借着人们

对牛奶的质疑而蔓延开来……

牛奶不能和很多食物搭配否则就是白喝？钙会

变成结石后会腹痛难忍？即使在喝完一段时间后还

要避免各类食物的摄入？太多关于牛奶的言论满天

飞，而太多的人居然相信了这些可笑的传言，于是

有的人餐桌上再难觅牛奶的踪影。

面对我们身边各式的食材，能与牛奶携手的朋

友就真的那么少吗？事实会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真

的，牛奶其实并不孤独。

牛奶的朋友———糖
多报道指出喝牛奶不应该加糖，糖会在体内分

解成酸，与牛奶所含的钙中和，影响消化；更严重的

会与奶中的赖氨酸产生化学反应，予健康不利。

绝大多数奶粉中都会添加蔗糖，本身牛奶中的

热量较低，适当加入糖类可以补充人体热量。而胃

酸的强度大大高于糖类分解后的酸度，所以不必担

心。

牛奶中所含的乳糖也会与赖氨酸发生“美拉德

反应”，类似于面包烤制中的褐变反应，虽然会有少

量营养物质的损失，但是不会妨碍整体的营养摄

入，完全不必担心。

可根据个人口感，在牛奶 60度左右加糖，且控

制量在 5%至 10%左右并同时减少其他糖类摄入。

牛奶的朋友———巧克力
牛奶和巧克力一起吃时，牛奶中的钙易于巧克

力中的草酸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物———草酸钙。人

不但无法吸收，时间长了，还会出现头发干枯、腹

泻、缺钙和生长发育迟缓等现象。

巧克力中含有草酸，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不

利于钙的吸收，但并不会代表对人体有害，它们的

结合是在胃中进行的，直接会排出体外而不会经过

肾脏，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只是减少了少许

的营养吸收。

对于拒绝喝纯牛奶的孩子，可以在牛奶中加入

小块巧克力溶解后，做成香醇的巧克力奶鼓励孩子

饮用，增加孩子牛奶摄入量（需注意饮用巧克力奶

后要适当减少其他能量食物的摄入，防止能量超

标）。好吃的牛奶巧克力糖相信更是很多人的挚爱

哦。

牛奶的朋友———鸡蛋
牛奶 +鸡蛋 =浪费？同样作为优质蛋白的食

物，共同食用只会导致蛋白质过量摄入而白白浪

费？

一杯 200克牛奶约含 7克蛋白质，一个鸡蛋约

含 6克蛋白质。

中国营养学会提出成年男子、轻体力劳动者蛋

白质推荐摄入量为 75克 /天，所以一杯牛奶与一

个鸡蛋同时摄入的蛋白质含量也仅为一天的六分

之一左右，完全不必担心。且其蛋白质组成不同，可

以形成互补，更利于蛋白质的吸收利用。

建议将蛋壳洗净后做水煮蛋，这样更利于营养

物质的吸收，鸡蛋要煮熟。牛奶与鸡蛋共同食用的

时间建议放在早上，可以能为一天的忙碌提供更充

足的营养，让人一天都精神抖擞。如果晚上食用而

又缺少运动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营养过剩了。

牛奶的朋友———茶叶
茶叶里面的鞣酸、单宁会跟蛋白质和钙发生反

应影响吸收。

其实我们每顿饭都会摄入蛋白质，饭后喝茶即

使不与牛奶反应，也会与其他的蛋白质与钙反应。

喝茶确会影响牛奶中一小部分营养物质的吸

收，但茶中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物质，所以说不

用太担心了。当然前提是要蛋白质与钙摄入充足合

理，否则即使不喝牛奶，单单喝茶也会影响部分营

养吸收呢。

红茶与牛奶搭配还是非常美味的，推荐大家一

款简单的做法吧：

红茶两克，冲泡至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

加入适量牛奶与适量糖，搅至茶乳交融即成为馥郁

芬芳的奶茶了。这种奶茶不仅色香味上诱惑满满，

即使同外面销售的那些用添加剂勾兑的“香精奶

茶”味道也丝毫不落下风哦，而自己动手更是乐趣

无穷呢。

当然，茶叶与牛奶的摄入量都不宜过多，根据自

己情况合理搭配最重要。

牛奶的朋友———水果
牛奶中的蛋白质以酪蛋白为主，如在酸性情况

下，酪蛋白易凝集，易导致消化不良和腹泻，因此在

食用牛奶不要马上食用水果。

水果中的酸为弱酸，和我们的胃酸比起来根本

不值一提，牛奶在胃中势必会与胃酸发生反应产生

凝结反应，从而才能更好的吸收。且现在超市中的

乳制品大多与果粒果肉相搭配，如不利于健康，也

就不会成为一种潮流成为众多消费者购买的首选

了。

温牛奶加少许的糖后再加入切成小丁的新鲜

水果粒或水果泥，味道可是相当不错的呢，而且可

以弥补牛奶中缺乏的维生素 C与膳食纤维呢。让我

们一口下去，吃到多多的健康与美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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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健康）“牛奶将人类送进癌症的坟

墓！”的谣言去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当时

曾有媒体采访各方专业人士专门撰文进

行辟谣，总算消停了一段时间。但最近又

喧嚣起来，在微信朋友圈里不断转发流传

着，让习惯喝牛奶的人们大吃一惊。

激素并不能让奶牛产奶
该微信指出，奶牛是靠打高剂量的激素

产奶的，而雌激素、雄激素和胰岛素的生

长因子就是牛奶内的主要致癌物质，同时

称牛奶中的 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易致癌，牛奶中的蛋白质增加癌症、心

脏病、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病、肾结石、骨

质疏松症、高血压、白内障和老年痴呆症

等疾病的患病几率。

事实是：激素是不会让奶牛产奶的，因为

奶牛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只有在产下小

牛后才会开始分泌乳汁，大约 10个月就

会停止分泌乳汁，这些都不完全是靠激素

能完成的。养殖场的确会在奶牛哺乳期的

合适时间为它进行人工授精，受孕的奶牛

会再次生下小牛，开始新一轮产奶。给奶

牛使用的激素其实是生长激素，而不是诸

如雌激素、雄激素等性激素，这种生长激

素，不可能让奶牛不怀孕就产奶，而主要是为了增

加产奶量。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批准使用人造的牛生长激素，目的是使奶牛

产生更多的奶。在很多国家（如美国、新西兰等），只

要是工业化和集约化的奶牛养殖场，都会使用外来

激素，让奶牛发情期同步。如果没有外来激素的干

预，奶牛完全处于放养和散养状态，产奶量是没有

办法得到保证的。而允许使用的生长激素不会损坏

消费者健康。

没有证据证明牛奶能致癌
﹒微信中谈到了美国教授柯林 坎贝尔博士，称

他的研究表明牛奶中的蛋白质是一种非常强的促

癌剂，尤其是占到 87%的酪蛋白，能增加癌症、心脏

病、糖尿病、肾结石、高血压等患病率。同时，牛奶中

的 IGF-1导致女性易患乳腺癌，男性易患前列腺癌

等。

事实上，坎贝尔教授曾经与我所（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陈君石院士多年合

作，从 1981到 1989年间，在中国的 24个省、自治

区的 69个县开展了三次关于膳食、生活方式和疾

病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之后他写出科普书籍

《中国营养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牛奶酪蛋白致

癌研究，并不是营养界的主流学术观点，世界癌症

基金会没有更有力证据证明牛奶能增加癌症风险。

坎贝尔进行的试验，是首先使用大剂量的黄曲霉毒

素(一种强致癌物)诱导出患癌的大鼠，然后再喂饲

含不同蛋白质的饲料，并不能直接推出酪蛋白对健

康人体有相同作用。

美国 FDA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都一致认

为：“并无证据说明 IGF-1致癌”。同时，牛奶中

IGF-1的含量很低，经过加热、消化、吸收后，到达

人体内已经不再具有生物学活性，不构成健康隐

患。坎贝尔在 2006年 12月接受人民日报社《生命

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他的研究“并不是说乳制品会

致癌”。

目前的确有流行病学研究认为：过量摄入牛奶

可能会增加前列腺癌、帕金森病等的患病风险。但

国内外的人群研究也证实：牛奶能降低大肠癌、心

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这些都是

是得到科学证实的。

一项美国研究跟踪了 37183名受访者 10年后

发现，日常膳食中吃较多的低脂乳制品，有利于中

老年妇女降低 2型糖尿病的危险（Liuetal，2006）。

另一项美国研究对 82076名绝经女性跟踪 8年，也

发现低脂乳制品有利于预防糖尿病，而且越是在超

重肥胖的女性当中，这种效果就越明显。

每天喝多少牛奶合适
近 20年来的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城市

居民人均日饮奶量不到 50毫升，全国平均水平只

有 20毫升。《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每日饮

奶量为 300毫升，大概是世界的平均水平，远低于

欧美国等国家。

目前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中，可以将牛奶作为

补充钙元素的优先推荐食物，因为它的含钙量高、

而且吸收利用率也高。既没有必要神话牛奶，也不

必妖魔化牛奶，把它作为普通食品以平常之心看待

就行。提倡理性适度消费奶制品，中国人食用的奶

制品非常少，过量的危险几率很小，因此不必过度

焦虑，摄入适量的牛奶不会造成健康损害。每天喝

250毫升 ~300毫升牛奶，不但不会增加疾病风险，

反而会带来健康效益。

破解牛奶不靠谱传言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牛奶这种接近完美的食物，在社会上也

要承担一些质疑，比如喝牛奶会致癌，喝

牛奶会导致蛋白质过高，豆浆等食物也可

替代牛奶等，事实上这些论调只是人们对

牛奶的误读、多虑和凭空猜测。

牛奶会致癌———纯属误读
对喝牛奶致癌的误读要从美国顶级学府

康奈尔大学说起。

康奈尔大学的柯林·坎贝尔教授做过一

项“大鼠实验”，在给予大鼠致癌物黄曲霉

素的同时，分别再喂食大豆蛋白或酪蛋

白，结果显示酪蛋白相对更容易促进黄曲

霉素诱发癌症，使大鼠对于癌症的易感性

增高，得癌症的风险性增大。然而一些国

内外媒体在报道时未提及黄曲霉素这一

致癌物质，假如没有致癌物质，无论是酪

蛋白还是大豆蛋白都不会引起大鼠发生

癌症。

动物实验是不能直接套用在人身上的。

在坎贝尔教授所做的实验当中，喂给大鼠

的酪蛋白数量非常大，并且纯度为 100%，

人们日常喝牛奶远远不可能达到这个数

量级，所以不能用这个动物实验来类推奶类的致癌

效果。柯林·坎贝尔教授于 2006年在美国接受《生

命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他的研究“并不是说乳制品

会致癌”。

牛奶致癌这种假设完全是一种误读，是一个牵

强的推导过程。如果人只要食用了含有酪蛋白的食

物就会致癌，那么肉、蛋等食物人们都不能再吃了。

只要是在正常规定量的情况下去饮用牛奶，在适宜

的情况下去喝牛奶，人们绝不会因为饮用牛奶而增

加患癌症的风险。

牛奶会致蛋白质过高———您多虑了
人体 1千克体重需要 1克蛋白质，以一个 70

千克体重的成年男子为例，他一天就需要 70克的

蛋白质。每 100毫升的牛奶里面含有约 3克的蛋白

质，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日饮奶量 300毫

升计算，那么人一日从牛奶里面摄取的蛋白质也只

有 9克，这一数值离蛋白质过量还有很远的距离。

据调查，我国大城市人均日饮奶量只有 44毫

升，全国平均水平只有 20毫升左右，在大多数国人

还没有享受到牛奶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就去考虑牛

奶导致蛋白质过量的问题，是非常不可取的。结合

个人的饮食习惯，人一天喝 250～500毫升的牛奶

是非常健康、安全的。

在我国的膳食结构中，钙摄入普遍不足。欧美

国家钙摄入量高，而蔬果豆类的摄入量则相对不

足。健康饮食的关键在于恰当地平衡各类食物，而

不是妖魔化某一类食物，神化另一类食物。

豆浆可替代牛奶吗———还真差远了
从补钙效果看，豆浆是绝不能替代牛奶的，其

补钙效果大约仅为奶类制品的十分之一。

豆浆中含有少量的钙，但等量豆浆的含钙量与

牛奶的含钙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豆浆更重要

的作用是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其他营养物质，如大

豆异黄酮，维生素 D、钾、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

元素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考虑到很多人普遍

的乳糖不耐受症，在喝牛奶的同时适当喝一些豆

浆，将取得更好的吸收效果。

在保持每天 250毫升基础奶量不变的前提下，

人是可以每天都喝豆浆的，但绝不是用豆浆替代牛

奶来补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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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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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6-1大勝巴拉圭
晉級美洲盃決賽

6月30日，美洲盃準決賽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展開第2場較量，阿根廷6-1大勝巴拉圭。梅西貢獻3次助攻，迪馬利

亞梅開二度，羅霍、帕斯托雷、阿圭羅、伊瓜因各進一球，巴裏奧斯為巴拉圭打進一球。

6月30日，在溫布爾登公開賽女單首輪比賽中，中國選手段瑩瑩直落兩盤爆冷擊敗

去年的亞軍、加拿大選手布沙爾，首次參加溫網正賽就闖入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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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22--00勝德國勝德國
率先晉級女足世界盃決賽率先晉級女足世界盃決賽

加拿大當地時間加拿大當地時間66月月3030日日

，，20152015 年女足世界盃首場準年女足世界盃首場準

決賽進行決賽進行，，最終最終，，美國美國22--00戰戰

勝德國隊勝德國隊，，率先挺進決賽率先挺進決賽。。

責任編輯：王灝

6月 25日袁飛人劉翔在其個人微博上宣佈與妻子葛天離婚院野我與
葛天 2014年 5月戀愛袁同年 9月結婚袁婚後因性格不合袁於今天結束
這段婚姻袁希望今後各自都有更美好的人生袁祝願彼此遥冶劉翔與妻子
葛天的婚姻從 2014年 9月 8日到 2015年 6月 25日袁一共僅僅維持
了 291天遥
從劉翔突然宣佈結婚袁外界就一直質疑倆人的感情基礎袁並且懷

疑身在娛樂圈的葛天借飛人的名氣爲自己炒作遥不過劉翔當時發聲維
護新婚妻子袁表示兩個人認識很久袁並且在微博上深情地寫下院野我最
愛的它和她冶顯然袁第一個它指的是劉翔的跨欄運動袁而第二個她就是
新婚妻子葛天遥

隨後關於倆人何時舉辦婚禮一直被外界所猜測袁當時劉翔曾表
示院野應該是明年吧袁因爲很多事情需要籌辦遥冶誰知道大家等來的卻不
是倆人的婚禮袁而是倆人離婚的消息遥
事實上袁從結婚後倆人就幾乎沒有一起出現在公衆視野中袁而且

微博上夫妻二人也鮮有互動袁倆人的行爲很難稱得上是新婚燕爾袁如
膠似漆遥其實早在今天五月初袁就有知情人爆料倆人離婚分居已經半
年多的消息袁引發了外界的一直猜測遥

3月底就被曝與葛天聚少離多
事實上袁劉翔和葛天去年 9月初領證後袁大衆對於翔飛人關注的

焦點還是在其退役一事上袁兩人的私人感情生活並未太被打擾遥直到

今年 3月底袁有專業的八卦媒體爆料劉翔自從去年國慶節開
始就和葛天北京尧上海兩地分居袁劉翔就算是偶爾到北京也
不和葛天同住袁而是去住賓館袁稱兩人私下幾乎沒有交流尧感
情出現危機遥這下袁劉翔和葛天之間的婚姻問題才被放大袁一
時間衆多流言四起袁甚至網友爆料兩人之間其實是野形婚冶遥
不過袁這次媒體的爆料對於劉翔葛天的殺傷力還不算大院一
來袁該媒體本身就是八卦狗仔屬性袁大家沒有特別當眞曰二
來袁劉翔馬上 4月初就宣佈了退役袁大衆的吸引力也被轉移遥
曝葛天借假懷孕騙婚

據網站報道袁名爲關愛八卦成長協會的網友再爆劉翔婚
變內幕院葛天聲稱自己懷孕袁結果劉翔家人發現女方根本沒
有懷孕袁對此非常憤怒袁但畢竟家醜不可外揚袁所以才一直沒
有離婚遥
兩人自結婚後就一直兩地分居袁葛天在接受採訪時袁被

問及如何看待劉翔退役袁態度十分冷漠袁只説了幾句客套話袁
兩人婚姻或已名存實亡遥對於這又一爆炸性消息袁雙方當事
人均未回應遥
關於野奉子成婚冶一説袁劉翔一位好友直言絶對不可能院

野那都是亂講袁現在網上的流言有些不公平遥冶葛天的閨蜜在
接受媒體電話採訪時則表示袁對於具體情况並不清楚遥
葛天因神劇再回聚光燈下

5月 18日前後袁葛天主演的抗日劇叶一起打鬼子曳一段
視頻截圖在網上熱傳袁野小鬼子非要摸我褲襠冶等雷人台詞和
野褲襠藏雷冶的奇葩情節驚獃網友袁再加上野劉翔老婆冶的身
份袁葛天頓時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遥同時袁她和劉翔的婚姻也
再度引起關注遥

5月 21日袁上海本地電視台的娛樂節目叶新娛樂在線曳
爆料袁飛人劉翔與妻子葛天或已經于 4月離婚袁只是兩人暫
時還沒就此向外界正式宣佈遥該節目甚至還繪聲繪色地描述
道院野兩人之間總是會爲一件小事兒引發劉翔的痛哭遥妻子葛
天的性格呢袁也不是像外人看到的那樣袁在她大大咧咧的外
表下袁其實也隱藏着一顆非常脆弱的心遥冶
親友曾闢謡院沒有離婚
由於爆料的是上海本地電視台袁所以劉翔和葛天這回

野離婚冶的説法看上去有了幾分可信度遥不過和以往一樣袁作
爲事件主角的劉翔和葛天都沒有對此作出回應遥倒是兩人身
邊的親友在後續接受採訪時闢謡袁稱兩人絶對沒有離婚遥甚
至還有葛天的閨蜜義正言辭地痛斥院野不知道這些造謡的人
是什么居心冶遥
媒體爲其算離婚賬

有媒體就評論劉翔這次的婚姻危機袁稱飛人在娶這位演員太太的
時候袁其實就應該做好心理準備遥畢竟袁女方身爲娛樂圈中人袁自然是
要和媒體尧大衆産生大量的交集袁兩人的婚姻勢必要被放到鎂光燈下
打量遥就目前的情况來看袁劉翔當初結婚時並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遥
之前已經有媒體在爲劉翔算野離婚賬冶袁稱翔飛人這些年的收入超

過 5億元袁一旦和葛天離婚大戰打響袁在財産分割上勢必難以厘清遥

劉
翔
微
博
宣
佈
離
婚
：
性
格
不
合

祝
願
彼
此
更
好

美國兵困馬乏+缺兵少將
中國 3優勢晉級非妄想

即將開打的女足世界杯 1/4決賽袁將是中美女足在世界大賽渊世
界杯尧奧運會冤上的第 7次交手遥此前 6次交手袁中國女足雖然無一勝
績袁但眞正完敗的比賽只有一場遥美國隊雖然貴爲本屆杯賽的二號奪
冠熱門袁不過前 4場比賽袁美國隊並沒有展示出她們奪冠的實力袁加上
美國女足將有 2名絶對主力停賽袁以及少休息 2天袁鏗鏘玫瑰爲前輩
復仇並非奢望遥
進攻袁中國不怵對手
雖然前 4場比賽袁中國女足僅僅攻入了 4球袁不過從進攻數據上

來看袁如果不是未把握住多次良機袁中國隊的進球數據絶對不會停留
在 4球遥與荷蘭一戰袁中國隊瘋狂射門 27次袁命中目標 10次袁還有 7
腳射門被對手門將或者後衛封堵遥狂轟濫炸之下袁只是欠缺運氣才沒
有收穫更多的進球遥1/8決賽與喀麥隆一戰袁雖然中國隊的射門次數
處于下風袁但獲得的絶對良機卻遠超對手袁尤其是王珊珊錯失數次單
刀良機袁若把握得好的話袁甚至可以上演帽子戲法遥
美國女足雖然貴爲本屆世界杯的二號奪冠熱門袁但和德國相比袁

美國女足並沒有在進攻端展現出她們的奪冠雄心遥小組賽除了與澳大
利亞一戰斬獲 3球外袁與瑞典和尼日利亞的兩場比賽袁美國僅僅斬獲
了 1球袁1/8決賽和哥倫比亞的比賽袁在對手被罰下一人後袁美國女足
才在 11打 10的情况下攻入 2球遥而頭號熱門德國袁則是一路碾壓袁4
場比賽瘋狂攻入了 19球袁面對進攻能力不突出的美國袁中國女足有機
會爲前輩復仇遥

防守袁進步斐然
不過 4場比賽 4個進球的效率袁從晉級 8強的球隊來看袁中

國女足的進攻能力只能算是一般袁但攻守相對平衡的中國女足袁
防守端也是再進一步的保證遥4場比賽僅僅丢掉 3球袁雖然無法
和德美法相提並論袁但至少和 2007年參加世界杯的那支女足相
比袁有着長足的進步遥2007年的女足袁雖然獲得小組出線權袁但小

組賽 3戰就丢掉了 6球袁面對丹麥 3-2險勝袁面對巴西 0-4慘敗遥
進入淘汰賽袁防守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各隊的命運袁在美國女足進

攻實力並不算十分恐怖的情况下袁有一條令人放心的防線袁也讓中國
女足看到挺進 4強的希望遥
控制力袁美國非想象中強大
以美國女足的實力袁面對小組賽和 1/8決賽這些世界三流球隊袁

無論是場面還是結果袁都應該呈現一種碾壓式的優勢袁但除了對陣澳
大利亞時袁美國以 56%的控球佔據着主動外袁其他 3戰袁場面優勢並不
明顯遥與瑞典袁雙方的控球率比爲 51%VS49%袁與尼日利亞和哥倫比
亞袁均因爲對手有球員被罰下袁美國 11打 10才分別拿到 57%和 53%
的控球優勢遥
歷史數據袁有時候也説謊
雖然在世界杯和奧運會的前 6次交手中袁中國隊無一勝績袁但除

了 1995年女足世界杯 3-4名比賽 0-2完敗之外袁其餘 5場比賽袁常規
時間中國隊都沒有輸球遥1995年世界杯小組賽尧1996年奧運會小組
賽尧2000年奧運會小組賽袁中國隊 3次都與美國戰成平局遥1996年奧
運會決賽袁以及 1999年世界杯決賽袁中國隊分別在加時賽和點球大戰
中折戟袁兩隊大賽交手中袁中國隊眞正完敗的只有一場比賽而已遥
中國隊握三絶對優勢

中國女足是本屆世界杯平均年齡最小的球隊袁僅爲 23.5歲袁雖然
這意味着欠缺經驗袁但經過 4場比賽的歷練之後袁經驗方面的欠缺已
經得到彌補袁美國女足的平均年齡接近 30歲遥除了大齡之外袁美國女
足相比中國隊還少休息了 2天袁中國隊 21日就結束了 1/8決賽的征
程袁而美國女足直到 23日才出戰了和哥倫比亞的賽事袁賽程的安排也
讓中國隊佔據了一些優勢遥
而且在和中國隊 1/4決賽遭遇時袁美國隊還有 2名絶對主力將缺

陣遥後腰霍利戴伊前 4場比賽打滿了 360分鐘袁但是和哥倫比亞的 1/8
決賽袁霍利戴伊吃到了本屆杯賽的第二張黃牌袁將停賽一場遥美國隊進
攻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拉皮諾埃袁也因爲累積 2黃停賽一場袁兩名絶對
主力的缺陣袁也讓玫瑰們看到淘汰美國的希望遥

皇馬主席當面羞辱 C羅院
賣了你就有錢買梅西
在經過一個並不成功的賽季之後袁皇馬的這個夏天看

上去並不好過袁最近有關馬德里球隊的負面新聞頻出遥叶阿
斯報曳此前明確指出袁皇馬主席弗洛倫蒂諾與 C羅尧卡西
和拉莫斯這三大核心已經決裂袁皇馬主席正在刻意打壓這
三人遥叶足球先生曳更是透露弗洛倫蒂諾已經秘密制定了一
份清洗名單袁出現在上面的名字分別是 C羅尧拉莫斯尧本
澤馬和伊斯科遥而根據 叶阿斯
報曳的最新消息袁皇馬主席與球
隊頭牌 C羅的矛盾由來已久遥

根據叶阿斯報曳的説法袁在
2012 年歐足聯頒奬典禮時袁C
羅由於感受到皇馬對他的不尊

重而十分不滿遥當時袁巴薩時任
主席羅塞爾親自陪同梅西與伊

涅斯塔出席頒奬典禮袁而皇馬
只派了副主席佩德羅-洛佩斯陪 C羅前往袁弗洛倫蒂諾沒
有現身遥由於當年的歐洲最佳球員被伊涅斯塔得到袁C羅
顯然更加不高興遥頒奬典禮次日袁沒有得奬的 C羅到弗洛
倫蒂諾的辦公室去訴苦和抱怨袁原本指望得到一番安撫的
他卻被主席的話傷到了遥
弗洛倫蒂諾並沒有理睬 C羅的抱怨袁他認爲 C羅已

經得到了俱樂部的足夠重視袁葡萄牙人有些無
理取鬧遥於是袁弗洛倫蒂諾賭氣似地回應院野如果
你走袁我們就有錢簽梅西了遥冶皇馬主席當時的
這句話顯然是對 C羅的侮辱袁尤其是還提到了
巴薩球星梅西來刺激他袁顯得別有用心遥値得一

提的是袁在此後對格拉納達的比賽中袁C羅打進兩球袁但沒
有慶祝遥賽後葡萄牙人還説院野我很傷心袁這不是個人恩怨袁
是有關職業上的一些事情遥冶自那以後袁C羅和弗洛倫蒂諾
的關係就一直有問題遥雖然 2013年 9月袁皇馬以 2100萬
歐元年薪的天價合同續約 C羅袁一度緩和了弗洛倫蒂諾與

C羅的關係袁但兩人之間的裂痕袁卻
一直沒有完全得到修復遥
當然袁有關弗洛倫蒂諾和 C羅

的不和傳聞還有不少遥叶機密報曳近日
披露袁曾經的皇馬主帥穆里尼奧就曾
建議弗洛倫蒂諾打壓 C羅袁穆帥這
樣對主席説道院野敎練強硬袁他們就
軟遥敎練軟袁他們就得寸進尺遥冶而
2009年主導簽下 C羅的皇馬原主席

卡爾德隆曾在接受採訪時如是表示院野錢並不能解決所有
問題袁是我買來 C羅的袁因此弗洛倫蒂諾對他很不尊重袁就
像對待羅本和斯內德那樣遥我在 2008年 12月就敲定了 C
羅袁但弗洛倫蒂諾上任後説他不喜歡 C羅袁他想要本澤馬
和卡卡袁他不想要 C羅遥不過當時我們已經預定了 C羅袁
所以他無法改變結果袁要不然他才不會收購 C羅遥我認爲
C羅知道這一切袁他的一切反應都能證明這一點遥冶

火箭 480萬美元留帕帕
美媒：他將成交易籌碼

據美國著名記者沃

納羅斯基報道袁火箭已經
執行帕帕尼古拉烏的球

隊選項袁他下賽季的薪水
爲 480萬美元遥但需要指
出的是袁這是一份非保障的合同袁休斯敦當地
媒體分析袁帕帕很有可能將成爲交易籌碼遥

火箭決定執行帕帕尼古拉烏的球隊選

項袁這完全在意料之中遥帕帕新賽季合同價値
480萬美元袁但卻是一份非保障合同遥也就是
説袁帕帕在火箭的前景仍有變數袁球隊完全可
以在規定期限前裁掉他遥火箭隨隊記者費根
也透露袁由於合同的特殊性袁帕帕現在是一個
很好的交易籌碼遥
帕帕尼古拉烏去年夏天加盟火箭袁表現

不盡如人意袁上賽季出戰 42場比賽袁場均只
獲得 18.5分鐘的上場時間袁貢獻 4.2分 2.7
籃板和 2助攻袁投籃命中率更是只有 35%遥在
賽季初期袁帕帕還能夠進入輪換陣容袁但等到
賽季中期約什-史密斯和布魯爾加盟後袁他
的地位徹底邊緣化遥在季後賽中袁帕帕場均竟
然只獲得 2.6分鐘的時間袁基本上要等到垃
圾時間才有上場機會遥
儘管如此袁火箭還是決定執行帕帕的球

隊選項遥據費根透露袁首先火箭對帕帕仍有期
待袁認爲他只有 24歲袁還有上昇的空間遥此

外袁今年夏天袁約什-史密斯將成爲自由球
員袁布魯爾也有可能跳出合同袁火箭板凳將面
臨重新洗牌袁而留下帕帕袁會讓球隊多一個選
擇遥
當然袁帕帕更有可能的用處是成爲交易

籌碼遥火箭致力于在夏天得到一名明星控衛袁
他們除了在自由市場直接簽人外袁也不排除
用交易的方式進行補強遥而如果是這樣袁帕帕
就是一個非常誘人的籌碼袁他下賽季的 480
萬美元合同是非保障的袁得到他的球隊可以
通過裁掉他來釋放薪資空間遥
野帕帕是一個很有價値的交易籌碼袁他很

有可能被送走遥冶休斯敦當地媒體説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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